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拉太书5:1-6:5分享

Nov. 5, 2017



引言

• 培养心灵的习惯（秋季安提阿教材主题）

• 圣灵的果子

• 行律法与靠信心

• 老我与新人

• 基督徒的品格与使命

加拉太书5章可以看到一个优美的教导！



加拉太书全书背景

• 使徒保罗所写。

• 辩明何为纯正的耶稣基督的福音；特别驳斥犹太背景的律
法主义（Legalism）在基督徒中的实行。

• 激励加拉太教会作新造的人。

• 5:1 – 6:5：粗略分为3段
– 5:1 – 12 

– 5:13 – 21

– 5:22 – 6:5 （分享重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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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我保羅告訴你們、若受割禮、基督就與你們無益了。
5:3 我再指著凡受割禮的人確實的說、他是欠著行全律法
的債。
5:4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
落了。
5:5 我們靠著聖靈、憑著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5:6 原來在基督耶穌裡、受割禮不受割禮、全無功效．惟
獨使人生發仁愛的信心、纔有功效。
5:7 你們向來跑得好．有誰攔阻你們、叫你們不順從真理
呢。
5:8 這樣的勸導、不是出於那召你們的。
5:9 一點麵酵能使全團都發起來。
5:10 我在主裡很信你們必不懷別樣的心．但攪擾你們
的、無論是誰、必擔當他的罪名。
5:11 弟兄們、我若仍舊傳割禮、為甚麼還受逼迫呢．
若是這樣、那十字架討厭的地方就沒有了。
5:12 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



律法主义

• 律法主义不是我们的路 - This is a very bold statement!

5:4 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
典中墜落了。

• 也不是基督徒成长的道路！

3:3 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你
們是這樣的無知麼。

• 关键在于：

3:12 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說、『行這些事的、就必
因此活著。』

• （小故事）教会有几条守则？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和律法主义的区别
Pastor Ray Stedman:

What is true Christianity?

True Christianity is to manifest genuinely Christ-like behavior by dependence on 
the working of the Spirit of God within, motivated by a love for the glory and 
honor of God.

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是出于对神的荣耀和尊荣的爱的动机，靠着里面神的灵的
工作，彰显像基督的行为。

Legality is a mechanical and external behavior growing our of reliance on self, 
because of a desire to gain a reputation, display a skill, or satisfy an urge to 
personal power.

律法主义是机械的外面的行为，生长对自我的信赖，出于增加信誉，显示技
能，或满足个人权力的期望。

• 其实，律法主义和下面的“靠肉体”是一致的！



5: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
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5: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5:15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5: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
慾了。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
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
5: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5: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
邪蕩、
5: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
、紛爭、異端、
5:21 嫉妒、 〔有古卷在此有兇殺二字 〕醉酒、荒宴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
不能承受 神的國



接受恩典真正的含义

• 不是躺在神的恩典上睡觉。

• 绝对不能将神的恩典带来的自由当作放肆的理由。

• 自由的恩典是为信的自由，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中。

基督徒只要在世界里，仍旧会有软弱，犯罪。但神的心意是要我们里面
的人刚强，活出新人的样式。

我们的心态很重要：

对待软弱的态度：悔改，相信。悔改，改变想法，不要想办法为其正名，
也不要找借口，不要改一个好听些的名词，也不要掩盖，好像是可以接
受的。Pastor Ray Stedman



接受恩典真正的含义

The flesh knows nothing of grace. It doesn‘t think of its satisfactions as free 
gifts from a merciful God. It thinks of them as debts which it deserves to be 
paid. (Pastor John Piper)

肉体的情欲不了解恩典。它不认为满足是来自怜悯的神所给的免费的礼
物。它认为满足是它理所当然所得的所还的被欠的债务！（John Piper）

肉体的情欲：姦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
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 醉酒、
荒宴所表现的有共同的特征



5: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
、恩慈、良善、信實、
5: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5: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
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5:26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6:1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
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
引誘。
6: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
律法。
6:3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
6:4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
己、不在別人了。
6:5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恩典与行为
• 腓立比书3:12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
了．我乃是竭力追求、

• 歌罗西书3: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

问：使徒保罗强不强调信心和恩典？ Yes

问：使徒保罗认可律法主义吗？No

问：使徒保罗注重行为吗？Yes

6:4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

什么叫靠着圣灵？

是不是有一个方面应该是关心圣灵关心的事，至少要
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



圣灵的果子
1. 仁爱 (love)

agápē

I. affection, good will, love, benevolence, brotherly love

有感情，美意，爱，仁（慈悲），弟兄之爱
https://(www.blueletterbible.org)

2. 喜乐（joy)

joy, gladness

欢喜，欢乐

3. 和平（peace）
He said to her, “Daughter, your faith has healed you. Go in peace and be freed 
from your suffering.”

5:34 耶穌對他說、女兒、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
去罷．你的災病痊愈了。
血漏妇人的故事（马可福音5章）



4. 忍耐（patience）
Eph 4:2

Be completely humble and gentle; be patient,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

以弗所书4: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5. 恩慈 (kindness)

Rom 2:4

Or do you show contempt for the riches of his kindness, forbearance and patience, not 
realizing that God’s kindness is intended to lead you to repentance?

罗马书2:4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寬容、忍耐、不曉得
他的恩慈是領你悔改呢．

6.良善 (goodness)

uprightness of heart and life 

心里和生活上有义

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果子

7. 信实（faithfulness）
I. conviction of the truth of anything, belief

II. fidelity, faithfulness

A. the character of one who can be relied on

I。对真理的信念，信仰
II。忠实，忠诚
III。可靠的性格

8. 温柔 (gentelness)

I. mildness of disposition, gentleness of spirit, meekness

I。性情温和，灵里柔和，顺从

9.节制 (self-control)

I. self-control (the virtue of one who masters his desires and passions, esp. his 
sensual appetites)

I。节制（一个人掌握自我愿望和激情的美德）



圣灵的果子
Dr. Thomas Constable:

Mental or God-ward qualities (v. 22)和神互动有关
“Love” (Gr. agape, self-sacrificing affection for others) 舍己的爱（学习被神爱和爱人）
“Joy” (Gr. chara, deep-seated gladness regardless of circumstances) 深处喜乐
“Peace” (Gr. eirene, inner quietness and repose regardless of 内心的平静（不受环境左
右）
circumstances)

Interpersonal or other-ward qualities (v. 22) 和他人互动有关
“Patience” (Gr. makrothymia, forbearance even under provocation) 忍韧（即使被挑衅）
“Kindness” (Gr. chrestotes, benevolence and graciousness) 仁慈，有恩典
“Goodness” (Gr. agathosyne, constructive action reaching out to others) 关心他人
General or self-ward qualities (vv. 22-23) 一般或和自我有关
“Faithfulness” (Gr. pistis, reliability, trustworthiness) 可被信靠
"Gentleness" (Gr. praytes, acquiescence to authority and consideration of

others) 顺服，能为别人着想
“Self-control” (Gr. enkrateia, ability to master oneself) 掌握自我的能力

The fruit involves both character and conduct.

果子包括性格和行为



基督的超越与我们的回应
• 基督是忍耐（倪柝声弟兄）

• 我想今天我们也可以说：

基督是仁 愛 、 喜 樂 、 和 平 、 忍 耐 、 恩 慈 、 良 善 、 信
實 、 溫 柔 、 節 制

• 认识主，效法主，是追随基督的人的特征。

今天， 请问

- 你我认识主有多少？

- 你我愿意认识主的愿望有多少？

- 你我愿意依靠主吗？

• 何西阿书 6:3 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
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像滋潤田地的
春雨。

• 稳定的灵修（是凭信心）--> 习惯 --> 深根以对付软弱

• 挪去里面的骄傲和黑暗，认我们的罪，悔改，相信

• 属灵追求稳，行，在高处（祷告结束分享）



启示录3章

• 3:17 你說、我是富足、已經發了財、一樣都
不缺．卻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憐、貧窮、瞎
眼、赤身的．

• 3:18 我勸你向我買火煉的金子、叫你富足．
又買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
買眼藥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