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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3.19-29 

 
3.2.4. 律法作為暫時的監守者（3.19-25） 

3.2.5. 在基督裡我們為亞伯拉罕的後裔（3.26-29） 

第七週第七週第七週第七週 

3.3. 基於神兒女的身份（4.1-11） 

3.3.1. 我們是神的兒女和後嗣（4.1-7） 

3.3.2. 不再回頭、不再一樣（4.8-11） 

第八週第八週第八週第八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2.4 律法作為暫時的監守者（3.19-25） 

a. 保羅思想律法的作用，指出律法揭示人類的需要，及顯露它無法賦予生命，藉此為基督鋪路。保羅稱律法為我們的監守者，

作用是保護和引導兒子，直至他成年獨立。 

b. v.19「這樣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

的。」 

i. 「這樣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Tiv ou\n oJ novmoß;）：直譯應為「那麼，為何要有律法呢？」 

ii. 「是為過犯添上的」：究竟是（1）「這是因為因為因為因為過犯而添上的」，還是（2）「這是為了顯明顯明顯明顯明過犯而添上的」？從加拉

太書和其他經文，我們看見： 

1. 律法沒有給人生命（3.21-22） 

2. 律法是人的「啟蒙老師」（3.24 新譯本） 

3.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羅 3.20） 

4. 沒有律法便沒有罪（羅 4.15; 5.13） 

5. 律法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羅 7.13） 

就此，我們的結論是：「這是為了顯明顯明顯明顯明過犯而添上的」。神賜下律法的目的是以顯明某種行為是罪。 

iii. 「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保羅指出律法的時間限制。等到彌賽亞來到，律法便失去顯明某種行為是罪的作用。如

果賜給亞伯拉罕的應許是在律法之先，且持續有效，那為什麼還要有律法呢？基本上是「過渡時期」因為人的過犯加上

去的。 

iv. 「子孫」（spevrma）：從 3.16 我們可以說，這是指「基督」或披戴著基督群體（參【補充】）。 

v. 「中保」（mesivtou）：表示「兩造之間的居間者」，此字特指法律記錄中的仲裁者或擔保人等。 從上下文看來，應該

是指摩西（此字的用法可參 提前 2.5; 來 8.6; 9.15; 12.24）。律法頒佈的情況：上帝是經由天使，藉著摩西作中保而頒

下的。 

vi. 律法具約束過犯的功能，非猶太人讀者也能明白這一點；希臘羅馬的哲學家認為，一般民眾需要法律，但是智者自己就

是自己的法律。保羅在 3.23-25 用到啟蒙師傅之比喻，是闡述律法的這種功能，它要一直維持下去，直到應許成就為

止；這個後加物並不能改變原先的約（3.15）。根據當時期很多的猶太作品，律法是經由天使賜下的，而（正如舊約所

記）中保便是摩西（參 出 20.19; 申 5.5; 來 8.6; 9.15, 19）。 

c. v.20「但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神卻是一位。」 

i. 「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神卻是一位」的解釋可能是：中保的存在顯示這個約是雙方的合約，必須雙方都守約才能有

效力。因此其效力是有限的，而且並非絕對的。只要有一方背約，合約就破裂。而應許則是本於上帝的承諾與信實，並

非經由中保所賜，而是獨一之神單方面的行動（神的獨一性是猶太教最根本的信仰），只在乎單方面的堅持，因此是絕

對而無條件的。 

ii. 這句說話的意思難明，保羅要說明律法要靠中保來頒佈，而應許則是直接從神而來，因此比律法更高？還是其他意思？

但我們可以肯定是保羅說這話是為了顯示律法與應許的分別（難明是怎樣的「分別」？）。 

d. v.21「這樣，律法是與神的應許反對嗎？斷乎不是！若曾傳一個能叫人得生的律法，義就誠然本乎律法了。」 

i. 「反對」（kata;）：抵觸。律法與應許抵觸嗎？當然不！ 

ii. 猶太教師說（引自 利 18.5），生命都是由律法而來（3.12），可是保羅在此為他的理由（3.15-20）作小結時，卻說律

法不是為達成應許而設立的（但卻不抵觸應許）。 

iii. 那我們如何化解保羅在此所說和舊約中如詩 19.7-10 的那些經文的張力，和那些普遍認為持守律法是使人「存活」的了

解？保羅重複 3.12 的意思，指出這實在是個「落了空」的應許：以色列的失敗已經使「沒有一個人靠著律法在神面前

稱義」，申命記的咒詛已經使它成了一條死路（特別對猶太人來說，參【補充】）。 

e. v.22「但聖經把眾人都圈在罪裏，使所應許的福因信耶穌基督，歸給那信的人。」 

i. 「圈」（sunevkleisen）：「關監牢」的意思，原文有「魚被網住」的意思。律法不影響應許的結果。聖經（這裡指律

法）判定人為「有罪」，使應許的福氣因信基督，歸給信耶穌的人。 

ii. 對比羅 3.10-18，保羅在加拉太書並沒有根據聖經辯稱人類都犯了罪（加 3.10-12 最多只是暗示的說法）。不過，人類

犯罪肯定是人盡皆知的，因為當日的猶太教師都同意，所有人全犯了罪；保羅是比別的教師更認真看待犯罪的後果：惟

有神兒子的死才能將其一筆勾銷。這和應著羅 11.32：「因為神將眾人（所有人）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

人」。 

f. v.23「但這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我們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將來的真道顯明出來。」 

i. 「因信得救的理還未來以先」（Pro; tou' de; ejlqei'n th;n pivstin）：原文只是「但在這信來到之前」。「得救的理」是為翻

譯流暢而外加的。 

ii. 「看守」（ejfrourouvmeqa）：「把守」、「監禁」、「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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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將來的真道」：原文是「將來的」，意思是指「信心的時代」（對比「律法的時代」）。 

iv. 猶太文獻將人類歷史分為不同的階段；保羅也這樣做，視律法為暫時性的看管人，直到原初的應許實現為止。在意義

上，此節與 3.19 相同，保羅是將「子孫」換成「信」；「顯明罪」變成「圈在罪裏」。 

g. v.24「這樣，律法是我們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那裏，使我們因信稱義。」 

i. 「訓蒙的師傅」（paidagwgo;ß）：啟蒙的老師。指受雇在希臘或羅馬人的家庭中，負責督導 6 到 16 歲孩童的僕役或奴

隸。更好的翻譯為「監護人」。被指定擔任這角色的奴隸，會護送學生上學，調教他禮貌，輔導他寫作業，但是他本身

並不是教師。孩子們有時會頂撞自己的奴隸監護人，但大半會喜歡他們，後來把他們釋放。這些監護人通常比自由的民

眾受過更高的教育；這個比方並沒有貶抑的意思。（猶太教師偶爾會描述摩西為以色列的「監護人」，直到以色列長大

為止。） 

ii. 「引我們到基督那裏」：從上下文看，律法的功能是「顯明罪」和把我們「圈在罪裏」，卻沒有說律法是要「引我們到

基督那裏」，反而清楚說是要「咒詛」我們（3.10）。因此我們選擇原句本來的直譯「直至基督到來」：「這樣，律法
是我們訓蒙的師傅，直至基督到來」。 

iii. 保羅是再次強調律法的時間限制（3.19, 23, 25）。 

h. v.25「但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來到，我們從此就不在師傅的手下了。」 

i. 「但這因信得救的理…」：原文無「得救的理」，與 3.23 同。 

ii. 信的來到被描述為長大成人，就是男童邁入成年（在地中海各文化中，大約 13 或 14 歲）。保羅所有的論點都假設猶

太派的基督徒同意，稱義是信基督開始；而他們卻錯誤地假設「律法之工」能成全信心（3.3）。然而，保羅顯明律法

只適用於有限的時間內，因此他可以說稱義從始至終都是只憑信心，因為「律法的時代」是已經屬於過去（不論是對外

邦人或是猶太人）。基督的時代取代了律法的時代，基督是亞伯拉罕之應許的高峰。 

i. 我們實在值得在此問：今天我們在尋求神旨意時，我們是先回到舊約的律法，還是耶穌的教導和聖靈的帶領？今天，極少基

督徒相信聖靈是基督徒倫理的中心焦點，多是將新約聖經看成是「第二個舊約律法」，而不是聖靈帶領著神的新子民的明

證。如此，我們是否正活在另一種形式的「咒詛」之下？ 

 

3.2.5 在基督裡我們為亞伯拉罕敵後裔（3.26-29） 

a. v.26「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 

i. 「所以」（ga;r）：應為「因為」（”for”, not “therefore”），我們不再在律法這「訓蒙的師傅」的手下，是因為藉著基

督耶穌，我們成了神的兒女了。 

ii. 「上帝的兒子」：複數（”sons of God”），而且沒有冠詞。這種沒有冠詞的名詞是要強調此一名詞的素質。所以這裡

「兒子」是一群上帝施恩的對象。在舊約中，以色列被稱為神的「兒女」（申 14.1-2），在猶太教中亦然。保羅與標

準的猶太教導相反，他在此說，一個人必須透過「以信為本」，才能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3.29）和神的兒女，而非透

過種族在約中的身分。 

b. v.27「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i. 「歸入」：有「歸入」基督名下的意思。是一個商業用語，表示轉移某事物的所有權到另一個人的帳內。而這裡主要指

「受洗者與基督聯合」， 被納入「基督與屬基督的人」所構成的身體之內（參羅 6.1; 林前 12.13）。 

ii. 「披戴」：「穿上」。舊約把這個字可用作披戴能力、公義、救恩等。基督彷彿一件外衣把信徒包起來。這極可能是早

期教會施行水禮的儀節，有白色的新衣披在從水裡上來的新信徒身上。 

iii. 古代的作者有時會講到靈裡有所「披戴」；猶太教偶爾會提到聖靈「如衣包裹」（參羅 13.12; 弗 4.20-24）。外邦人若

要皈依猶太教，也必須受洗。 

c. v. 28「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 

i. 「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原文直譯為「既沒有猶太人，也沒有希臘人，既沒有自主

的，也沒有為奴的，既沒有男，也沒有女」（oujk e~ni…oujde;）。 

ii. 「希利尼人」：希臘人，當是用來泛指所有的非猶太人。 

iii. 「都成為一」：都成為「一個人」、「一個家庭」（參【補充】）。 

iv. 有些希臘羅馬宗教聲稱，他們不管社會地位的區分，就如保羅在此所提，不過他們極少將之完全抹殺（大部分宗教十分

昂貴，只有富人才能加入）。但是早期基督徒則克服了這種區分，與他們截然不同。基督徒成了猶太人與外邦人惟一的

橋梁，在容納對立階層（奴隸與自由人）、克服性別差異上，幾乎無一能望其項背。 

d. v.29「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i. 屬於耶穌，也就是依照上帝的應許承受產業的人。 

ii. 顯然猶太派的基督徒認為要守律法行割禮才能成為「亞伯拉罕的後裔」，然而保羅在此的論證說明只要加拉太人屬於基

督，就已經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了。 

iii. 猶太人被稱為「亞伯拉罕的種子」（NIV）或「後裔」（NASB、NRSV），承受應許者；保羅在此章的論點，則是把

這身分轉到外邦基督徒身上。 

iv. 我們若仍對別的信徒持有種族、地位、性別的歧視，恐怕我們還沒有實際經歷甚麼叫做「在基督裏」。 

e. 順帶一提，3.28 的話（或保羅相類似的教導）極可能被後來哥林多教會的「末世派婦女」（eschatological women）的錯

誤引伸（林前 7, 11 章）。 

 
補充； 

我們究竟怎樣了解 3.1-29？從 2.11 的「安提阿」事件開始，保羅就說明他不能將「素來所拆毀的」，「重新建造」（2.18）。

我們可以肯定他是指將外邦基督徒和猶太基督徒分成兩類的錯誤。這亦是現在加拉太教會所面對的問題。而進入第 3 章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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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就集中討論律法和應許作為救恩來源和成全的誤解（3.10）。保羅提出律法的真正功用是顯明甚麼行為是罪（3.19），而本

身並不能叫人稱義和得生（3.21）。 

 

明顯地，保羅希望將律法放會一個合適的框架下去了解，以確定應許比律法更重要。但這樣分析經文往往叫我們有「只見樹木，

不見樹林」之感。 

 
留意 3.16, 20, 28 都分別出現「一個」的用詞，但是究竟指「一個」甚麼？注意不同的聖經翻譯加上了譯者的解釋：「亞伯拉罕

的子孫…一個人」（3.16 和合本）；「中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3.16）；「成為一【體】」（3.28）。因此經文為： 

 
「15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雖然是人的文約，若已經立定了，就沒有能廢棄或加增的。16所應許的原是向亞
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人，就是基督。…19這樣說
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的。20但中
保本不是為一面作的；神卻是一位。…26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27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
督了。28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29你們既屬乎
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翻譯假設了每次出現「一個」（eJno;ß）這用詞是指不同的人或事，但假如每次都是指同一的人或事有怎樣呢？在此，讓我們作個

大膽假設：「一個」在這段落裡都是指同一群體，就是「一個家庭」（one family）。讓我先將這段落的相關經文重譯： 

 
「15弟兄們，我且照著人的常話說：雖然是人的文約，若已經立定了，就沒有能廢棄或加增的。16所應許的原是向亞
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神並不是說眾子孫，指著許多人，乃是說你那一個子孫，指著一個一個一個一個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就是基督。…19這樣
說來，律法是為甚麼有的呢？原是為過犯添上的，等候那蒙應許的子孫來到，並且是藉天使經中保之手設立的。20但
中保本不是為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作的；神卻是一位。…26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神的兒子。27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
披戴基督了。28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一個家庭了。
29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若是這樣，我們就自然地處理了保羅怎可能在 3.16 不明白「一個子孫」的單數實在是「集合名詞」（collective noun），有單

數形式、複數含意」，還強要將創 13.15; 17.8 的經文解作一個「人」的尷尬問題。保羅並不是說「一個人」（和合本），而是

說「一個家庭」；他是指在「基督裡」，我們被召為一個群體、一個家庭（「基督」作為我們這整個「家庭」，參 3.28）。而

當下的處境當然是外邦信徒被召進下「一個家庭」之內，是否以律法作為「家規」（特別是割禮和其他潔淨條例）繼續生活的問

題。 

 
對此，保羅的答案是甚麼？就「一個家庭」來說，這是肯定的。這本來就是神自亞伯拉罕起的計劃。我們是一個蒙福的群體、一

個家庭，由不同的人種而組成。 

 
但就「律法」作為「一個家庭的家規」來說，保羅就要極力宣告「不」！這亦正正是 3.19-20 的意思：摩西作為中保，並不是代

表「一個家庭」，但我們的神卻是一位。我們的神，這「一位神」，自始的心意就是建立「一個家庭」。摩西的律法、西乃的約

，明顯地不是成全這「一個家庭」的工具。那是與以色列人立的約而已，並且正是為將以色列人從外邦中分別出來而有的。 

 
建立這「一個家庭」的方法，卻是藉神的應許。猶太人也好、希利尼人也好，現在都被召成為在應許內神的兒女。這就是保羅的

結論：「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個家庭了。你們既屬乎基督，就

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 

 
這樣的了解是獨立將個別經文分析（參相關筆記）所難以獲取的。保羅並非將個別神學議題拿出來討論，有始至終，問題都是環

繞「一個家庭，怎樣生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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