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
【小组查经材料】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系列 06–因信基督作神的儿子
2018

年十一月 09、10 日

第一时
第一时段 欢迎你来
迎你来 分钟
以简单、轻松、活泼的游戏，带领组员热烈参与，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离开繁忙、疲惫，并预备心来归向神。
第二时
第二时段 敬拜赞
敬拜赞美 分钟
以事先预备好的诗歌，带领大家来到主的宝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荣面、
带下神的荣耀同在。在敬拜里，小组长带领大家同声开口为下列事项祷
告。（组员个人的需要请在第四个时段分享祷告。）
宣教单位 认领的单位是＿＿＿＿＿＿他们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确定小组认领的单位，请洽教会。）
教会事工
主日崇拜时段 中文堂 新堂
；
英语成人 以马内利厅
；
以马内利厅
；
青少年
小组长双月会
新来宾
请于聚会前确认来宾
于聚会前确认来宾名字。
认来宾名字。
病痛组员
并商讨
病痛组员或
组员或亲朋
并商讨如何关
如何关怀他们
怀他们。
为
祷告 还有许多小地方需要修整，求神保守一切进
展顺利，并带领教会经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成长，也有足够的停车场
地。
第三时
第三时段 话语分享
话语分享 分钟 以分享讨论
以分享讨论应
讨论应用神的话
神的话在每天生活里
回应主日信息—
主日信息—聚会前，请
聚会前，请上网仔细
上网仔细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重听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么？哪一句
想是什么？哪一句话
哪一句话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请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
分享本周你的生活见证，如祷
，如祷告蒙应
告蒙应允，病得医治，实践
允，病得医治，实践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等等。（
等等。（请尽量保持在
请尽量保持在 分钟之内
分钟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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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主题
本周主题: 因信基督作神的儿子

经文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
:

3:1515-4:7
4:7

背诵经文: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
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加 3:26-27）

”,

前面保罗责骂加拉太人无知，称呼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 要
他们思考属灵经历和他们已领受亚伯拉罕的福，这些都不是靠行律
法，乃是神的应许。接下来，保罗转换了口气，称呼他们“弟兄
们”，继续地向他们解释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和功用，不是要废弃应
许，乃是要让人知罪和被看管，并引导人到基督那里。当基督来
了，神的百姓就可以脱离律法的看管，并因信基督就得着神的应
许，成为神的儿子，有基督的灵在信徒的心里见证，使信徒呼叫神
为“阿爸，父”。

一、 后来的律法不能废
的律法不能废 掉神给
掉神给 亚伯拉罕的应许
亚伯拉罕的应许（
应许（ 加 3:1515-18）：
(请先读 v. 15-18 再读下文)
保罗用人立的约来解释神的应许是不能废弃的。人所立的文约
是不能废弃或添加。同样的，神的应许绝不会废弃或添加，也
不会被后来的律法所取代或废除。神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
），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神的应许，保
的应许（创
罗特别指出这里的子孙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基督，因此，凡
信基督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承受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
后裔 。

17:7

430

况且，律法是在神的应许之后的
年颁布的，律法的到来并
不是要废掉神的应许，也不是要和应许一齐用的，信徒是单单
信基督就可以承受神的产业。

1: 你是否经历别
你是否经历别人
经历别人对你的答应
你的答应，后来
，后来他改变
他改变心意了
心意了呢？
结果如何？简
果如何？简述一件。（
述一件。（破冰题
破冰题）
讨论问题 2: 神给亚伯拉罕的
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伯拉罕的应许是什么？
应许是什么？为
是什么？为何律法不能废
何律法不能废掉这应
许呢？（观察题）
二、 律法把我们
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
引到基督那里（加 3:1919-25）：(请先读 v. 1919-25
再读下文)
A. 律法的功用
律法的功用（
功用（ 1919-22）：1. 让人知罪（1919-20）：因为人
讨论问题

的过犯──罪和悖逆，神透由摩西颁布律法是用来使人知
罪。当基督一来，人就不需要活在律法底下。律法是神在
西乃山传十诫给摩西，天使与摩西是神和以色列民设立十
诫的中保 出
；
，而应许是完全出于神，神自
己要成就这个应许。 律法和应许
）保
律法和应许互
应许互不冲突（
罗强烈的否定律法和应许互相对立的说法。律法和应许都
是来自神，神不会自相矛盾的。律法的目的是使人知罪，

( 31:18 32:15)
2.

2121-22 :

并不能使人得救，得生命。第 22 节里的圣经指的是律法，
律法使人都在它的看管下，把人都定为罪人，因为无人能
守全律法。因此，律法无法使人称义得生命，那么，只有
神福音的应许才能使人得救，因此，人要因信基督得救。
B. 律法
律法把我
把我们
把我 们 引到基督那里（
引到基督那里 23-25 ）：保罗用两种说法来
描述律法跟活在律法底下的人的关系，律法有如看管人，
而活在律法以下的人有如被看管的人或孩子。在耶稣基督
来以前，以色列人是在律法的看管里，神借着律法看管他
们，使他们不受世俗影响，不行恶作乱。律法也像一个启
蒙师傅，教导他们在道德方面成长之外，也使人明白自己
无法靠律法除罪，因此，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面前，使我
们可以因信基督得救赎，就被神称为义。现在，基督来了，
我们就不在律法看管和启蒙的师傅下，不再受律法辖制。

C.

讨论问题 3: 律法的功用跟我
律法的功用跟我们
们有何关
有何关系？律法如何把我
系？律法如何把我们
律法如何把我们引到基
督那里？
督那里？（观察题）
三、 我 们 因信基督成 为 神的儿子（加
神的儿子（ 加
3:263:26-4:7
4:7 再读下文)

3:26
3:2626-4:7
4:7 ）： ( 请 先 读 v.

保罗接下来讲明人因信基督进入神的国里，得着神所赐的福：
A.

B.

信而受洗都是披戴基督（
信而受洗都是披戴基督（2626-29）：保罗接下来讲明人因
）：
信基督进入神的国里，得着神所赐的福：1. 信徒成
信徒成为神
的儿子（2626-27）：加拉太人因信基督，就成为神的儿
）：
子，就脱离律法的捆绑。信徒也因接受洗礼就与基督联
结。当时，人信主后就马上接受洗礼，所以保罗说“受洗
归入基督”。人一受洗就把旧的衣服--律法脱下，穿上耶
稣基督公义的衣裳，被神完全的接纳。 2. 信徒在基督里
信徒在基督里
成为一（28）：神看祂的子民都是一样的，不分种族、
）：
身份、地位、性别都是平等，没有轻重之分，犹太信徒和
外邦信徒都一样，没有属灵的特权或特别的优越，所有信
徒在基督里成为一。 3. 信徒承受神给
信徒承受神给亚伯拉罕的
亚伯拉罕的应许
3:16，19），因此，
（29）：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
在基督里，信徒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并继承神给亚伯拉
罕的应许，外邦信徒跟犹太信徒一同继承神国度的应许。
基督把我们
基督把我们从律法以下赎
从律法以下赎出来（1-5）： 1.基督释
基督释放我们
放我们
得自由（1-3）：接下来保罗提醒加拉太人，虽然人一出
生就决定了继承权力，但在他成年之前，仍然无法自由支

配将来要继承的产业，他还是被看管着，直等到他的父亲
宣布他是成年人了，为他庆祝举行成年礼，他就得了儿子
的身分正式的继承产业。犹太人的父亲在男孩十三岁就为
他举行成年礼；未信主的人就像还没成年的孩子，必须被
看管，当基督一来，就要释放他们得自由。2. 基督使我
们得着儿子的名份（4-5）：律法就好像约束未成年的小
）：
孩，时候到了，神差遣祂的儿子来成全律法。神儿子耶稣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出生在犹太的律法下。祂守全律法，
成就律法，就如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 5：17 说“莫想我
来要废掉律法… …乃是要成全。”最后，基督为律法的
咒诅付代价，受死在十架上，将活在律法底下的人救赎出
来，并使凡相信祂的得着神儿子的名份 。
我们呼叫父神“阿爸，父”：
父神“阿爸，父”：我们既然是在基督里成为神
“阿爸，父”：
的儿子，父神就将基督的灵赏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
并且与我们的心一同见证，使我们称呼神“阿爸，父”
（罗 8:15），信徒与神是多么亲密的。所以，信徒就不是
奴仆，是神的儿子，因为是靠着神的应许，得以因信称义，
继承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

讨论问题 4: 我们因信基督有哪些祝福呢？（
因信基督有哪些祝福呢？（观察题）
讨论问题 5: 从此你
从此你不再
不再为
不再为奴仆而是神的儿子，
奴仆而是神的儿子，这对你的工作
这对你的工作
和服事态
和服事态度有何提升呢
有何提升呢？（应用题）
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祢。谢谢祢赐给许多的福份，
使我们可以作祢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恩典！不但如此，使我们与众
圣徒成为一，让我们可以继承祢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主啊！祢赐
给我的恩典是何其多，让我在祢里面福杯满溢，我愿传扬祢的名，
与人分享祢的救赎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第四时
第四时段:祷告服事（10 分钟）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
可以两三个人成为一个祷
一个祷告小组
告小组，为彼此的需要祷
彼此的需要祷告。
11/16
11/23
11/30
12/07

加拉太书 4:8-31
生活查经
加拉太书 5:1-15
加拉太书 5:1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