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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兒⼦子與束縛的奴僕 (3) 
新⽵竹歸正福⾳音教會　⽪皮敦⽂文講章

經⽂文
約翰福⾳音8:36節:「34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35奴僕不能永
遠住在家裏；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36所以天⽗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 你們就真⾃自由
了。  」(當讀第31-36節.)

罪性依存
亞當被造的完全使得他的⼼心全然專注上帝, 情感全然愛上帝, 意志全然服在上帝之下。但, ⾃自亞
當墮落後, 這⼀一切全都變了樣, 罪⼈人的⼼心遠離上帝, 感情不再愛上帝, 意志也不再順服上帝。這
是⼈人的基本狀態, 無論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 只要他還活在地上, 罪性就⼀一直存留在他裏⾯面, 罪
的律依然影響著他。基督說的「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即指明這事。請注意, 神職⼈人員於此並
無任何免疫⼒力, 因為他們也有⾁肉⾝身。

不喜歡以上陳述的基督徒卻不敢⼤大聲說, 他沒有罪, 也不敢說他現在不需要基督⼗十架。若有⼈人
敢, 約翰的話⽴立時顯在他⾯面前,「我們若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了。...我們
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上帝為說謊的，他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裏了。」(約⼀一1:8,10)

罪的膀臂的⼒力量是強⼤大的, 能夠命令與操弄牠的奴僕繼續不斷地服事牠, ⽽而服事的現象就是這
位奴僕繼續不斷的犯罪。約翰寫猶⼤大, 說:「猶⼤大是個賊，⼜又帶著錢囊，常取其中所存的。」
(約12:6) 猶⼤大⾃自第⼀一次取了囊中錢成為賊之後, 便慣性地常常取囊中所存的，他無法停⽌止不取, 
他已經成為(偷錢)罪的奴僕。今⽇日如康希, 趙鏞基, 陳公亮等牧師⽣生念動⽤用教會的奉獻, 當他們
第⼀一次取教會財得逞之後, 便繼續為之。

現今教會弱化基督論, 不再傳講基督並他釘⼗十字架, 罪論也因此不再是教會論述重點。這樣罔
顧⼈人基本狀態的作為, 使得基督徒慣以外在作為界定⾃自⼰己是基督徒的標準。猶太⼈人外現的標準
是「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前述這些牧師是「我是萬⼈人教會的牧師」, 我們則可能是「我
是受洗的」,「我是創⽴立教會的」,「我是奉獻給主的」,「我為主建⽴立這麼⼤大的事業」,「我是
跟過某某牧師的」, 和其他各樣的「我是...」。然, 基督只要說⼀一句「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
僕」, 就把這些「我是...」打趴在地, 永不得翻⾝身。

基督徒皆知基督⼗十架已經解決我們罪的問題, 但我們真的從此就不再犯罪？假設⼀一個⼈人是真基
督徒, 但他發現住在他裏⾯面的罪是實際的, 這罪的律正⽀支配著他, 擾亂他的⼼心, 混亂他的思想, 衝
擊著他與上帝之間的交通。他⼼心神不寧, 他的良⼼心甚⾄至受到玷污, 因罪的欺瞞使他對主的⼼心越
來越剛硬。「主所應許我們的就是永⽣生」, 我們⼀一⽅方⾯面有主的這應許, 但同時我們也受到罪律
的牽絆。請問各位, 你當如何解決這基督徒的難處？我們常聽到所謂原⽣生家庭帶來的影響, 但
提出這論的⼈人常知其因, 卻不知如何排解那影響。

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 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
基督說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僕」之後, 隨即說:「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基督在這裏
題到⼀一個重要的字「家」, 對⼈人⽽而⾔言, 這可以說是重要的事。家是⼀一種歸屬, 歸家、住在家裏是
特權, 是⾃自由的。⽗父的家是⽗父的家，但也是兒⼦子的家, 只有「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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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僕雖也住在家裏, 但卻是暫時的, 奴僕不可能永遠住在家裏, 因為他沒有如兒⼦子般的⾝身份與特
權。聖經最著名的實例就是以撒與以實瑪利：以實瑪利雖如以撒可以住在亞伯拉罕的帳棚裏, 
但他終究必須離開。⿆麥⼦子與稗⼦子雖同⻑⾧長⼀一處, 但⿆麥⼦子畢竟是⿆麥⼦子, 稗⼦子畢竟是稗⼦子; 主⼈人等候收
割的⿆麥⼦子必收在倉裏, 但那稗⼦子的結局只有丟在倉外被燒的份。

耶穌的⽐比喻
約翰福⾳音記「奴僕不能永遠住在家裏」, 符類福⾳音就記耶穌的⽐比喻來解釋這話的實況。⿆麥⼦子與
稗⼦子的⽐比喻是其中之⼀一, ⼗十個童⼥女的⽐比諭則是另⼀一。童⼥女的⽐比喻清楚指出罪的奴僕將被關在⾨門
外的⿊黑暗中, 在那裏哀哭切⿒齒 (太25章)。還有, 財主蓋⼤大倉房以積存財物 的⽐比喻 (路12:16-21), 
財主為⾃自⼰己積財, 在上帝⾯面前卻不富⾜足, 耶穌因⽽而對這位財主提出⼀一個挑戰性的話語, 若他今夜
要這無知財主的靈魂, 這財主將如何呢？

凡不在上帝應許中的⼈人, 因著天⽗父的兒⼦子未使他們得⾃自由, 上帝在他們⾝身上的咒詛依在, 他們眼
前有的福份不過是暫時的。當時候到時, 上帝的使者必對這些⼈人說,「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 
因為使⼥女的兒⼦子不可與⾃自主婦⼈人的兒⼦子⼀一同承受產業。」(加4:30) 這些⼈人不得⽴立在⽗父的家中, 
看到⽗父賜其兒⼥女福份。他們連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也不得吃, 因為得吃的⽇日⼦子已經過
了。
在此問各位, 上帝恩待夏甲, 也聽她的禱告, 夏甲亦明⽩白上帝是看顧⼈人的 (創16:13), 為何夏甲和
以實瑪利會被排除在救恩之外 (參創世記第16與21章)？耶穌的⿆麥⼦子與稗⼦子的⽐比喻給了我們這
問題的答案。上帝允許奴僕與兒⼦子同活在⼀一個屋簷下, 使奴僕看到兒⼦子所得那安穩的福份, 其
中福份亦包括讓兒⼦子知道奴僕終究被拒到⾨門外的事實。當時候滿⾜足之時, 兒⼦子與奴僕同時聽到
「把使⼥女和她兒⼦子趕出去」的話。
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
耶穌說:「兒⼦子是永遠住在家裏」, 主啟⽰示他的⼯工作就是釋放罪⼈人的束縛與綑綁, 使他們得⾃自由, 
永遠住在⽗父的家中。基督就是以這樣的地位告訴猶太百姓, 他們本性是在束縛綑綁的狀態中, 
按律法是要被排拒在⽗父家之外。無論他們知道這事與否, 他們現實的狀態就是如此。凡在束縛
綑綁狀態中的⼈人正在抵抗⼀一個他們無法抵抗的巨獸, 他們想要做的事是罪, 他們的正直充滿了
罪, 凡所⾏行的盡都顯出他們是罪的奴僕。

天⽗父的兒⼦子如何叫我們⾃自由：除去上帝的咒詛
耶穌最需要處理的事是什麼？就是除去上帝在我們⾝身上的咒詛。須知, 罪⼈人受束縛的根本原因
就是有上帝的咒詛在⾝身。⼀一⽅方⾯面, 因上帝的咒詛是真實的, 撒但則利⽤用這咒詛來控制罪⼈人。另
⼀一⽅方⾯面, 上帝咒詛的對象是罪⼈人, 故罪⼈人受這咒詛也是真實的, 綑綁是真, 墮落是真, 顯在內⼼心就
是充滿苦毒、蒙蔽、欺瞞、假想, 顯在外則是尋求世上⽅方法來解套, 好⿇麻痹⾃自⼰己, 如尋求享樂以
暫時脫離⼼心裏的恐懼。
所以, 咒詛必須先要除掉, ⾃自由才有可能。上帝咒詛臨⾝身的⼈人, 唯⼀一解除之法就是天⽗父的兒⼦子叫
他⾃自由, 其他⽅方法皆出於撒但的謊⾔言。活在虛假中就是活在奴僕中。在謊⾔言下⽣生活的⼈人必定是
新的謊不斷地加⼊入舊的謊, 好遮蓋以逃避之, 但這樣做卻是越來越陷⼊入虛假, 越發以為那虛假是
真。他為使謊⾔言不致拆穿, 必鈍化他的道德感, 在編織謊⾔言當際, 此舉正證實是他⾃自⼰己使⾃自⼰己成
為奴僕。
上帝的咒詛是真的, 是可怕的, 若你否認之, 你則接受承認撒但的謊⾔言, 正陷在虛假的網羅中。
你的否認(咒詛是實在的)正指控上帝是說謊者, 這必使你陷⼊入更重的綑綁中, 因為你的良⼼心指責
你這樣的思維對上帝是不榮耀的, 對上帝是不忠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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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本不關⼼心創造你的榮耀, ⽽而你所想要的就是要上帝將祂的公義放置⼀一旁, 並且不要上帝實
現祂所說的話。⼤大家看到了沒有, 在咒詛下的⼈人乃是活在束縛之中, 他們不但不接受之, 還⽤用無
效的⽅方法掙脫之。這些⼈人的神觀是錯誤的, 罪觀是不確的, 對永恆的觀念也是不實的。

上帝的咒詛是束縛之根, 基督的⼯工作就是要掙扎中的罪⼈人不再有這咒詛。於此, 保羅在加拉太
書強調兩次,「基督既為我們受（原⽂文是成）了咒詛, 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加3:13; 亦
參4:4-5)。基督⾃自⼰己成了咒詛, 承擔上帝對我們所有的咒詛, 親⾃自承受罪⽽而來⼀一切的咒詛。基督
代表他的百姓站出來, 承認上帝的公義, 承擔上帝的仇恨, 消除咒詛⽽而來的災禍。

基督的⼯工作使罪⼈人不再在虛假的謊⾔言中尋求出路, 使他們勿須躲避上帝, 更不必在上帝
⾯面前美化⾃自⼰己。基督的⼯工作使罪⼈人跳脫奴僕的⼼心, 使他們⼼心中單單渴望上帝那紙宣判無
罪的聖旨。我們有了這紙聖旨便沒了束縛, 不必受到撒但謊⾔言的綑綁, 看⾒見嚴厲的上帝
不致於恐懼。因基督的⼯工作, 罪⼈人的⼀一切都改觀了。
在此, 我們尚須知道基督在律法下之主動的順服。基督那真正的聖潔與真實的除罪, 他
則代表他的百姓有著永遠的權利, 得以住在⽗父的家中。基督承擔了咒詛, 便解放了罪的
奴僕, 基督滿⾜足了律法, 他開出了⼀一條路, 使蒙⾃自由的兒⼦子可以抬頭挺胸地⾛走進上帝永
遠的家中。

你們就真⾃自由了
福⾳音的榮耀就在於, 使受綑綁者知綑綁之所在, 並知如何解脫這綑綁。耶穌傳道初, 說,「主的靈
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
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4:18-19)保羅說, 福⾳音的呼召就是使
罪⼈人得這⾃自由,「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加5:13)。福⾳音啟⽰示著基督的救贖為他們所賺
得的這⾃自由, 是沒有上帝咒詛的⾃自由。我們傳福⾳音所吹的號⾓角, 所唱的美麗旋律, 就是讓罪的奴
僕知道這事。

應許 (promise)
這⾃自由的功效以應許⽅方式顯給罪⼈人⾯面前, 是絕對的, 在每⼀一層⾯面皆不須罪⼈人付費的, 在每⼀一情況
下皆是無礙的。最令⼈人興奮的是, 這應許是沒有⽌止盡的。是的, 上帝的應許使你得⾃自由, 這⾃自由
之真因這⾃自由就是⾃自由的本⾝身, the power of the promise to make you free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free itself. 以撒之⽣生是出於應許, 以實瑪利的出⽣生不是出於應許；以撒的⺟母親是正配的撒
拉, 以實瑪利的⺟母親是受約束、不⾃自由的使⼥女夏甲。

聖經有兩個約, ⼀一是⻄西乃⼭山之約, 另⼀一是各各他⼭山之約。⻄西乃⼭山之約⽣生出束縛與綑綁,  但各各他
⼭山之約⽣生出救贖的⾃自由, ⽣生出罪惡的解放。各各他⼭山之約回答了拉結之哭 (太2:18), 因她所⽣生的
兒⼥女是在上帝應許下的兒⼥女, 這應許是絕對的, 偉⼤大的, ⾃自我滿⾜足的 。 

⾃自主婦⼥女所⽣生的兒⼥女是應許⽣生的, 使⼥女⽣生的兒⼥女乃是⾁肉⾝身⽣生的。因此, ⾃自由的兒⼥女得以永遠住
在家中，使徒說:「弟兄們，我們是憑著應許作兒⼥女，如同以撒⼀一樣。...基督釋放了我們，叫
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加4:28; 5:1) ⾃自主的應許乃是賜
⾃自由的⼯工具。不需要功德, 需要付上贖價, 這⾃自由因著基督去除了咒詛在新的安排中的利息。

聖靈的⼯工作
但, 我們如何看到這樣充滿恩典的⾃自由？誰有能⼒力在罪⼈人的⼼心中讓他明⽩白切看到這⾃自由？我們
怎知道在沒有對價的前提下, 上帝賜我們這樣的⾃自由？有了這些問題的答案才能全⾯面完成基督
賜奴僕⾃自由的⼯工作。保羅說:「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林後3:17) 所以, 我們是蒙
聖靈厚厚的澆灌, ⽽而聖靈這⼯工作的基礎乃是根植在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這恩典是他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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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賺得的永⽣生。保羅說:「凡被上帝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
⼼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簡⾔言之, 聖靈是唯⼀一賜
恩典的那⼀一位。
聖靈的感動極具說服性, 給予束縛的奴僕⼀一個憑證, 讓他感受到並渴望從罪中釋放。聖靈光照
罪⼈人有關基督是失喪者的救主, 是綑綁者的救贖主。聖靈更新罪⼈人的⼼心來接受基督福⾳音的⾒見證, 
其中沒有對價關係, 是全然的饒恕, 是稱義的恩典。應許中那福份的賜予邀請, 聖靈在施⼒力的當
⽇日使其施⼒力的對象有個願意的⼼心, ⾛走出因罪⽽而⽣生的⾛走迷和捆鎖, 願意聽進這有福份的樂⾳音。他
們願意從⿊黑暗與墮落的糞堆中⾛走出來, 乃是因著耶穌基督的⾎血, 基督的道與基督的靈。

弟兄們, 請留⼼心注意耶穌如何以他的道和他的靈作⼯工在他百姓的靈魂中。天⽗父的兒⼦子使他們⾃自
由, 基督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再⼀一次地, 這等釋放不是
出於聖⼦子, 也不是出於他的真理和道, ⽽而是出於聖⼦子的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
由。」(林後3:17) 聖⼦子是⾃自由的作家, 聖靈卻是傳達⾃自由的⼤大使, 在教會中賜與這榮耀的特權, 
以真理作為渠道。基督為Author, 聖靈為Agent, 真理為means, 這就是屬靈⾃自由的擘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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