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拉太書 4.12-5.1               March 04, 2007 

 1 

加拉太書 4.12-5.1 

 
3.3. 修補關係的呼籲（4.12-20） 

3.4. 奴僕與自由的比喻（4.21-5.1） 

第九週第九週第九週第九週 

4. 保羅信息對加拉太人的實際應用（5.2-6.10） 

4.1. 拒絕割禮的呼籲（5.2-12） 

4.2. 愛人如己（5.13-15） 

第十週第十週第十週第十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4 修補關係的呼籲（4.12-20） 

a. 保羅憶述加拉太信徒最初成為基督徒時，以親切態度對待保羅，並為他們現今的敵對態度深感不安。 

b. 雖然加拉太書顯然有責備的成份，但它卻不是最嚴厲的一型；保羅無意和讀者斷絕關係。在這一段中，保羅採用了標準的

「友誼書信」之主題，強調他仍然深愛加拉太人。古代的修辭學上強調，不單要以邏輯說服，還要適時表達情感，並且指

出，在一段嚴厲的責備之後，語氣要轉緩。 

c. v.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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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要像我一樣」：直譯做「你們自己要繼續成為像我一樣」（參林前 4.16; 11.1; 腓 3.17; 帖前 1.6; 帖後 3.7, 9）。對現

代人來說，保羅似乎是很大口氣；但在當時的社會，老師或師傅實在是必須作為跟隨者學效模仿的「樣板」，因為當時

的人確信，智慧並非理論空想，而是以人的生活表現（具體）所承載的。在此，我們留意保羅用比較溫和的勸告方式希

望加拉太人回轉。意思應該是希望加拉太繼續效法保羅脫離律法不再回去。 

ii. 「我也像你們一樣」：保羅可能的意思是他現在也像外邦人一樣，不受律法的捆鎖（原因參 2.18; 林前 9.21）。但從在

希臘文化中「朋友」（如 NRSV）角度看，「我也像你們一樣」的意思亦可以是指：保羅不單是以他們信心之父的身

分（4.19）和他們建立關係，也是以平等的身分相待。不過在此確實意思我們無法肯定。 

d. vv.1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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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以南加拉太說來解釋的話，這次傳福音應該是指使徒行傳 13.14-14.21。我們雖然不知這「疾病」之所指，但可以從經

文中的「頭一次」推論，保羅最少在寫加拉太書前有多過一次到加拉太的探訪（「頭一次」＝徒 13.14-14.20（一

宣）；第二次＝14.21（一宣回程））。保羅因病傳福音給加拉太人的理由，加拉太人顯然都知道。 

i. 「身體有疾病」：直譯作「肉身的軟弱」。當然可以譯作「疾病」（NIV／和合本），但亦可以指因被逼迫所留下的傷

痕（參 3.1; 6.17; 徒 14.19; 林後 6.4-5; 11.23-25）。保羅的第一次拜訪（徒 14.1-20）時有「軟弱」在身。斯多亞哲學

家（Stoics）說，疾病不能影響人的態度，而加拉太人看見保羅如何忍受軟弱，可能令他們難以忘懷。有些學者（根據

南加拉太的觀點）認為，加拉太是療養疾病的好地方。 

ii. 「厭棄」：原意是「吐唾沫以示厭棄」，後演變為「摒棄、拒絕」之意。身體的軟弱常被視為遭受神祇的咒詛或刑罰；

這種以疾病為天譴的信念，連猶太人的文獻中也常出現（因此保羅說這樣的誤解是個可以預期的「試煉」）。但加拉太

信徒接待保羅如同神的「天使」（參徒 14.12）或「使者」（這個詞可以指人，也可以指超自然的使者），可能意指對

他的款待有如對差他來的基督耶穌一樣。使者所受到的接待，應當有如差遣者的代表一樣（對比 1.8）。 

iii. 「為我身體的緣故受試煉」：試煉或試探原文是同一個字，而中、英文的翻譯者為了分別好的（來自上帝）與壞的（不

是來自神）的「試」，才分別翻譯成兩個字，原文並無分別。 

iv. 「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穌」：有第 2, 3 世紀的猶太基督徒的確將基督描繪為天使長，因為猶太教裡的分類法有

限，要將基督介紹給他們同文化的人，就受到限制。然而這個意象到第 4 世紀便不再使用，因為亞流派（Arian）將其

濫用，認為基督雖是神，卻是受造的；不過這個意象卻符合伊便尼派（Ebionites）的說法，因他們拒絕基督的神性。

有些猶太作者如斐羅（Philo），將「道」刻畫為至高的天使，但並沒有任何的證據可證明最早的基督教曾採用這種說

法。相反，這都不符合保羅和新約各卷對耶穌基督的描述。 

e. v.15「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那裏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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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你們當日所誇的福氣在那裡呢」：直譯是「你們當日的福在哪裡呢」。從上下文看，保羅不是說加拉太人所受的「歡

樂、快樂、喜樂、福氣、滿意或滿足之感」；相反，保羅是詢問他們昔日對他的祝福為何不再？ 

ii. 為別人犧牲自己的眼睛是一種象徵的說法，指作出極大的犧牲。因此，保羅說加拉太人「把自己的眼睛剜出來給我」不

一定指他的軟弱（4.13-14）是眼睛有病，如傳統上的揣測。在希臘文化中，犧牲可以格外顯明友誼；保羅在此重新肯

定他與加拉太人之間的深刻情誼。 

f. v.16「如今我將真理告訴你們，就成了你們的仇敵嗎？」 

i. 「如今」：原文並沒有此字。 

ii. 「將真理告訴你們」：直譯是「說出實情」。顯然保羅所說的是實話，他一直堅稱自己所傳的福音是從啟示而來

（1.11-12）。這福音的具體表現是當所有受洗歸入基督的人，不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都因為他們都在基督耶穌裡而

成為同一個身體（2.27-28）。 

iii. 「仇敵」：加拉太人看保羅如同他們的仇敵一般，而且是「以前變成仇敵，而到目前為止敵意仍然存在」。許多譯本都

當本節是問句（和合本），不過原文的意思可能是陳述句而且帶有諷刺的意味：意思是保羅把真實的福音真理傳給加拉

太人，結果卻讓他們以懷疑的眼光看他，以他為一個危險的騙子，必須小心提防的敵人。 

g. vv.17-18「那些人熱心待你們，卻不是好意，是要離間你們（原文是把你們關在外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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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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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那些人」：保羅由對加拉太教會的信徒說話轉向耶路撒冷的對立者身上。 

ii. 「熱心待」（zhlou'sin）：原文是「熱切追求」的意思。亦即「熱切關懷」之意。猶太派基督徒熱心待加拉太基督徒有

兩個目的：一是要他們接受猶太律法為生活準則；二是期望加拉太信徒也熱切待他們、尊崇他們（6.12-13）。 

iii. 「是要離間你們」（ejkklei'sai）：原文作「要把你們關在外面」（to shut out）。「關在外面」的目的在此有三種可能

解釋： 

1. 關他們於保羅和他的同工之外； 

2. 關他們於基督之外； 

3. 關他們於基督徒群體之外； 

若我們以「安提阿事件」作為加拉太書的導火線，那我們可以肯定耶路撒冷的對立者是希望藉著將加拉太信徒排拒於基

督徒群體之外，以強迫他們接受律法的持守作為生活準則（2.11-14）。 

iv. 「常用熱心待人原是好的，卻不單我與你們同在的時候才這樣」：原是被動語態（passive），是指受到別人的熱心接

待。受到別人出於好意的熱心接待本是一件好事，但可惜，保羅正要力陳的是「那些人」明顯不是出於好意。 

h. v.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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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 

i. 「我小子啊」（tevkna mou）：稱呼小一輩的人，可以譯為「我的孩子們啊」。 

ii. 「生產之苦」（wjdivnw）：是當時形容激烈痛苦的字。 

iii. 「成形」：指胚胎在母腹中發育成嬰兒的過程。 

iv. 保羅常用父親的意像來強調他對收信者的權威、疼愛與親密。不過保羅在此乃是取了母親的角色。生產之苦被視為人所

經驗最大的痛苦。保羅以這個比方來說明自己的愛與犧牲並他們的背道，極為生動。 

v. 「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們心裏」：基督如胚胎在加拉太人心中成形。許多基督徒裏面的基督好像上未孵成形的雞蛋，生

命是有的，但是它的裏面看不出雞的形體。 

i. v.20「我巴不得現今在你們那裏，改換口氣，因我為你們心裏作難。」 

i. 「巴不得」：願意、渴望。原文時態表示一種正在發生的願望。 

ii. 「口氣」：聲音、語調。 

iii. 「作難」（ajporou'mai）：困惑、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在情緒波動極大的痛苦中，保羅似乎在宣佈「我不知道再

該說什麼了」。書信被視為代替人出席，可反映出該人若在場，會怎樣表態。但對保羅而言，寫嚴厲的書信比當面說嚴

厲的話更容易（參林後 10.10-11）；其實，連他在寫責備的信時，他心裡的難過更甚於對方可能會受的傷（林後

2.4）。 

 

3.5 奴僕與自由的比喻（4.21-5.1） 

a. 保羅接著再使用一個比喻來支持他的論據。他舉出以撒和以實瑪利做例子，同為亞伯拉罕的兒子，卻分別代表兒子和奴隸兩

種關係。創世記中夏甲故事的文學作用是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再回到埃及（創 16.1），不過最後對夏甲角色的評估是正面

多於負面。此外，整個創世記的段落（16-21 章）強調，照神的應許而得的孩子（亞伯拉罕在創 15.6 所相信的應許：參加

3.6, 14）乃是神對亞伯拉罕其他應許之鑰；而「按著血氣」生的孩子，是用人的方法所得，雖然也有神的祝福，但與應許

無關。保羅的「類比」和當日斐羅以及其他的詮釋者（並現代不少講章的例子）不同，是受聖經上下文約束的，而不是隨意

的自由發揮。 

b. v.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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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i. 「願意」：甘願、渴望。在此可指加拉太人和保羅的對立者。 

ii. 「請告訴我」：原文無「請」，可以翻譯作「你們說說看」。是在譴責文中向一位假想的對手所說的話。保羅是要向對

立者說明，就是按他們沿用的遊戲規則來看，他們所推崇極至的律法也支持他所傳應許的福音。另外，按一般猶太人的

說法，「律法」亦包括創世記裡的敘事文體，故此夏甲與撒拉的故事也屬律法之內。 

iii. 若加拉太信徒真的「聽見律法」，就必定在最後作出與經文相同的結論：「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4.30）！ 

c. v.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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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因為律法上記著」：原文沒有「律法」一字，而這一句話在猶太教中幾乎是一個公式。保羅在用舊約爭辯時，使用律

法書的材料、拉比的解經法，甚至連語氣都是猶太教的，這顯然是以彼之道還施彼身。耶路撒冷的對﹐立者極大可能過

去用上這個故事來支持自己所說：以撒—那位接受割禮的兒子，才是真正亞伯拉罕的後裔（創 16, 17, 21 章），而如今

保羅卻將他們的詮釋倒轉過來！ 

ii. 「使女」：指未婚的女僕。 

d. v.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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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是按著血氣生的」：直譯為「是按著肉體生的」。 

ii. 亞伯拉罕和撒拉想用人的辦法得著兒子（沒有神的介入），就讓夏甲為亞伯拉罕生一個兒子（創 16.1-16）。有些學者

認為，他們是按照古代近東的習俗，用不孕主母的使女作為代母。但是神的計畫是要以神蹟的方式給他們兒子，這個孩

子將承受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創 17.15-21）。 

iii. 驟眼看來，「按著血氣生」的對比應作「按著靈生」（如 4.29）。保羅用「憑著應許生」來作對比是為了加強 3.18 所

說產業是藉應許賜給了亞伯拉罕，而屬乎基督的，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3.29）。 

e. v.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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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比方」（ajllhgorouvmena）：比喻、寓言、類比。保羅用「比方」這字，意思就是說保羅現在不是解釋作者的原意，

而是他從那些經文看出來更深層的意思。一方面，保羅不是說原作者有這種意圖，而是要讀者看出（保羅現在看出的）

這些意義來。他是用舊約的經文，按著他自己所見的去解釋，說明他的論點。但要重申：保羅的「類比」是受聖經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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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約束的（例如：以撒得確是藉神的應許所得來的），而不是隨意的自由發揮（例如：大衛用以擊敗歌利亞的五塊石子

＝摩西五經）。 

ii. 「就是」：可以譯作「代表」、「意味著」。 

iii. 「兩約」：留意保羅並不是說所謂的「舊約」（律法）和「新約」（福音）。保羅所討論的乃是「西乃之約」（＝律

法：出 19-24 章）和「應許之約」。這有相當重要的意思：保羅是要說明「應許之約」遠早於「西乃之約」（3.15-

18），而且他所說的兩約並非為代表「猶太人」和「基督徒」；而是「應許之約」，若在了解正確的情況下，正是律

法所教導！顯然這是兩派對立的詮釋，而兩者都是來自猶太基督徒（保羅和對立者）。 

iv. 「夏甲」（ JAgavr）：字義是「流浪者、逃亡者」。夏甲來自埃及（創 16.1），因此以色列人讀到創世記這故事時，會

聯想起他們從前在埃及作過奴隸。而保羅正是將那按肉體生的，和想靠肉體來實踐律法之義的人比作奴隸。 

f. v.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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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兒女都是為奴的。」 

i. 「這夏甲」（to; de; JAga;r）：帶著中性冠詞，所以指的是「夏甲」這個詞，而不是夏甲這個人，有點像我們在句子上的

某詞加上引號（＝這『夏甲』是指著亞拉伯的西乃山）所表達的。 

ii. 「與…同類」：「站立在同一排」，而不是「代表」的意思。保羅是想將這故事的元素分成兩類： 

 

保羅的類比 

為奴的 自主的 

夏甲 撒拉 

以實瑪利 以撒 

按著血氣 憑著應許／按著聖靈 

西乃山 … 

現在的耶路撒冷 在上的耶路撒冷 

 
iii. 「亞拉伯的西乃山」：包括猶大以南的西乃山。在保羅的時代，拿巴提阿拉伯人被視為以實瑪利人，夏甲的後代，因此

對熟悉地中海地理的古代讀者，這裡的聯繫就很清楚。 

iv. 「因耶路撒冷和她的兒女都是為奴的」：有些學者主張，保羅在此是為回覆他對頭的聲明，所以用上他們所用的寓意法

辯論。他的對頭或許將西乃山與新耶路撒冷認同，就是未來律法將頒佈之地（賽 2.2-4; 65.17-19）。但我們並不一定

要以反照法來了解這片語，因為作為以色列的京城，耶路撒冷是明顯地被當時的羅馬帝國所鉗制，這是絕大部份的猶太

人都會同意的現況。 

g. v.26「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她是我們的母。」 

i. 在保羅的時代，許多猶太文獻強化了舊約對新耶路撒冷的盼望，常講到有一座天上的耶路撒冷將降到地上來（賽 54; 結

40-48; 啟 21 章及大量的啟示文學作品）。這些文獻有時也講到（現今或將來的）耶路撒冷是「我們的母親」。猶太教

一直將彌賽亞與末時的聖靈相連，保羅亦自然地將跟隨彌賽亞耶穌的人與未來的耶路撒冷相連，而不與現今的耶路撒冷

相連。 

h. v.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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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不懷孕的」（stei'ra）：指「不能生育的」。 

ii. 「不生養的」（hJ ouj tivktousa:）：指「不能生產的」。 

iii. 「產難」（hJ oujk wjdivnousa）：生產之苦。 

iv. 「不懷孕、不生養的…」：記載在賽 54.1，先知預言以色列人自外邦軛下得釋放時欣喜若狂的景象，而現今被虜的處

境就正如不生育的女人的苦況。保羅在此重申賽 54.1 與創 21.2 的關連：撒拉的生產，代表她的後代在經過被擄的痛苦

之後，會產生復興的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賽 51.2 亦有此隱意。 

v. 「沒有丈夫的」：原意是「荒廢」，直譯是「獨居，被棄的女人」或「不生育的女人」。 

vi. 「因為沒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兒女更多」：這正是保羅看見外邦信徒歸主就是落實昔日神對亞伯拉罕和撒拉的應許。 

i. v.28「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 

i. 「如同以撒一樣」（kata; #Isaa;k）：應譯為「與以撒同一線上」、「與以撒同一模式」。 

ii. 保羅的對立者主張：必須受割禮才能進入亞伯拉罕和以撒之約，成為他們屬靈的後裔。雖然他們可以根據創 17.10-14

振振有詞，但保羅則超越了猶太傳統（這傳統一般期待，在末日時律法將被加強，而不是被徹底改變）。他認為，彌賽

亞的來到已經掀開了新時代的序幕，在這個「應許之約」之下，外邦信徒乃是以撒的兒女，而主張割禮的那些對立者才

是以實瑪利的後代。 

j. v.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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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逼迫」：追逐、獵取、迫害。 

ii. 「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根據創 21.9 的記載，希伯來文聖經的記載是以實瑪利「戲笑」，七十士

譯本（LXX）的記載是「戲弄」或「玩耍」。而猶太人的傳統說法是「以實瑪利帶著弓和箭，像玩耍一般射向以撒」。 

或者保羅指的可能是以實瑪利威脅以撒，危害他的自由與安全。但確實意義不詳。 

iii. 在下位的嫉妒在上者，是古代常見的現象（參約壹 3.12）。舊約也常講到惡人逼迫義人（詩 37.32）。保羅用這個概念

解釋，為何那些猶太基督徒對頭會屈服於非基督徒猶太想法的壓力之下（參 5.11; 6.12-13）。 

k. v.30「然而經上是怎麼說的呢？是說：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 

i. 「趕出去」：趕逐、驅離。原意是「丟擲出去」。這裡是命令語氣。 

ii. 「不可」：雙重否定詞，表示強烈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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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保羅的對立者感到未受割禮的外邦人信徒實在是不完全，並不能接受為神家的一員；保羅在此則唱反調。他以創 21.10

來作他類比的結束：夏甲的後裔不能與撒拉的後裔一同承受產業，撒拉要求亞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實瑪利趕出去。保羅要

他的讀者也照樣做，把他的對頭（同以實瑪利一類的）趕走！ 

l. v.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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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這樣看來」：此字是語助詞，用來綜合前面的討論，引出以下的結論。 

ii. 「使女」：前面無冠詞，泛指任何的使女，而「自主婦人」前則有冠詞，特指前面提到的「我們的母」、「在上的耶路

撒冷」。 

m. v.1「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i. 「站立得穩」（sthvkete）：「站立」、「堅立」的意思。原文是命令語氣，而時態顯示「繼續」站住立場。 

ii. 「軛」（zugw'/）：參徒 15.10。 

iii. 「挾制」：服從，甘受（是現在式，表示進行中的動作）。 

iv. 「自由」：在原文有定冠詞，表示這種自由不是一般世人所稱的『自由』，而是基督救贖所成功的自由，惟獨基督徒才

擁有這種自由。基督的救恩，已經使我們脫離罪和律法的奴役，得以有靈裏的自由。基於這種有福的情形，「所以，」

我們要在基督裏的自由中站穩立場，以免再度被迫淪入那曾令我們長久奴役的軛下。 

v. 在基督裏的自由，必要帶領我們進入自由的生命；在基督裏自由的身分，一定要帶出影響行為的自由經歷。 

 

 

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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