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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

“特别令人困扰的是，对
福音最有害的攻击是来自
教会内部。典型的现代福
音派教会已经放弃圣经作
为其基础和根基，使其容
易受到各种教义错误和畸
变的影响。教会没有捍卫
和宣讲福音的真正要求，
反而吸收适应了她身处其
中的不敬虔文化的最恶劣
特征。”

——约翰麦克阿瑟



“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
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
永远远。阿们！”（1:3-5）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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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27）
“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4:19）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
柔，节制。”（5:22-23）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6:8）

加拉太书



用经历辩护: 保罗的福音是神直
接的启示（1-2章）

用神学辩护:保罗的福音和旧约
启示一致（3-4章）

用结果辩护: 保罗的福音孕育出
圣灵果实（5-6章）

加拉太书



“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
行事。26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5:22-26）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在基督里信徒的自由(5:1-12)
在用爱心互相服事中活出自由 (5:13-15)
顺服圣灵与顺服情欲的人生 (5:16-18)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 (5:19-21)
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 (5:22-26)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 (6:1-6)
顺着圣灵撒种与顺着情欲撒种的人生(6:7-8)

在恒久行善中活出自由 (6:9-10)
在保罗身上基督的印记 (6:11-18)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22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温
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5:22-23）

1. 与“情欲的事”形成显明对比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情欲的事是复数；圣灵的果子是单数
情欲的事是丑陋混乱的；圣灵的果子是美丽有序的
“在邪恶目录下的罪行清单是无序的、混乱和不完整的，与罪恶本身的
随机性和冲动性特征相对应。现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恩典目录中
包含的品格特征以和谐，平衡和对称的美出现，这与被圣灵充满并活出
圣洁之美的生命充满目的和平衡相对应。” George, T. (1994). 

2. 圣灵果子的第一组特质：仁爱、喜乐、和平
3. 圣灵果子的第二组特质：忍耐、恩慈、良善
4. 圣灵果子的第三组特质：信实、温柔、节制

应用一：求主帮助我们热切渴慕圣灵的果子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
字架上了。”（5:24）

1. 圣灵的果子，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不是肉体的工作！

果子是单数，只有一个超自然的源头——圣灵！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1. 圣灵的果实，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不是肉体的工作！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
字架上了。”（5:24）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在基督里信徒的自由（5:1-12）
在用爱心互相服事中活出自由 (5:13-15)

顺服圣灵与顺服情欲的人生 (5:16-18)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 （5:19-21）
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 (5:22-26)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 （6:1-6）
顺着圣灵撒种与顺着情欲撒种的人生（6:7-8）

在恒久行善中活出自由 （6:9-10）
在保罗身上基督的印记 （6:11-18）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2. 在基督里信徒的自由（5:1-12）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
的轭挟制。”（加5:1）

• 自由我们基督释放站立得稳所以并且不再轭奴隶降服于

• 夏甲和撒拉的预表（4:21-31）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
（4:31）

使女（slave woman, 作奴仆的妇人）；自主妇人（free woman，自由
的妇人。）

• “因为加拉太信徒以前从未在律法之下生活，‘不再’是什么意思？
‘不再’简单地意味着他们不要再像没有被基督的恩典救赎那样行
事为人。尽管律法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外邦人的，离开基督，他们
都同样被辖制而没有自由。”——加尔文，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2. 在基督里信徒的自由（5:1-12）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
的轭挟制。”（加5:1）
“31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
徒；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3 他们回答说：
「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
必得以自由』呢？」34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
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35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
里。36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约8:31-36）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2. 在基督里信徒的自由（5:1-12）

“2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3 我再指着
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4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
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5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6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7 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8 这样的劝
导不是出于那召你们的。9 一点面酵能使全团都发起来。10 我在主里很

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
11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
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12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5:2-12）
• 受割礼=靠律法称义
• 受割礼的“你们”等于失去基督徒的自由带来五大危害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2. 在基督里信徒的自由（5:1-12）
• 受割礼的“你们”等于失去基督徒的自由带来五大危害

① “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
② “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③ “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1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2 我们又

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
耀。”（罗5:1-2）
④ “7 你们向来跑得好，有谁拦阻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⑤ “10 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11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12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
人把自己割绝了。”

• 保罗与假教师形成显明对比，向假教师发出咒诅。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2. 在基督里信徒的自由（5:1-12）
• 不靠肉体单单透过信心倚靠圣灵的“我们”

“5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6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
5节的第一个词是“我们”，与“你们”形成鲜明对比。

“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自己毫无功劳，因相
信耶稣的救恩而靠着圣灵充满盼望地等候神应许的义。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
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24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
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25 但我们若盼望那
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8:23-25）
“生发仁爱的信心”：透过仁爱表达的信心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3. 在保罗身上基督的印记 （6:11-18）

“11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12 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
逼迫。13 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
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14 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
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15 受割
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16 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
17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18 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6:11-18）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3. 在保罗身上基督的印记 （6:11-18）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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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3. 在保罗身上基督的印记 （6:11-18）

“15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16 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
17 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18 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6:15-18）
•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
信心才有功效。”（5:6）

• “10 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
担当他的罪名… 12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5:10,12）

• 加拉太信徒被搅扰但保罗不受搅扰的根本原因：身上是否带着耶稣的
印记——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印记。

“10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林后4:10）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
了。”（5:24）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应用二：求主帮助我们全心仰赖圣灵的工作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
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5:24）

“因此，基督徒必定不能相信他们可以不理会神
永恒的律法，只是‘跟从圣灵作为他们的向导’，
想像’在‘圣灵’推动下他们永远不会走迷。’基
督的灵也是律法和先知的灵，基督徒要‘从圣经
寻求对他的知识’。……赐下圣灵，不是取代神
的诫命，而是令信徒可以实现这些诫命。”——
加尔文（3.3.14）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约 8:32）
“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
（诗119:45）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22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23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24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
行事。26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5:22-26）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 热切渴慕圣灵的果子

II. 何人能结出圣灵果子

• 全心仰赖圣灵的工作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 绝对顺服圣灵的引领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在基督里信徒的自由(5:1-12)

在用爱心互相服事中活出自由 (5:13-15)

顺服圣灵与顺服情欲的人生 (5:16-18)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 (5:19-21)
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 (5:22-26)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 (6:1-6)
顺着圣灵撒种与顺着情欲撒种的人生(6:7-8)

在恒久行善中活出自由 (6:9-10)

在保罗身上基督的印记 (6:11-18)



“但愿我生命的每一刻，不会浪掷于神临在的亮光和
喜乐之外，也无时无刻不将我自己交托，作为他的
器皿，充满他的灵和他的爱。”——慕安德烈，
《慕安德烈小传》。

“最要紧的是，你要明白这世界需要你，也依赖你
作它的光。日复一日，基督等着你作他身上的一个
肢体，使你成为福音的管道。即使只是一天的损失，
对他，对世界，对你而言，也代价巨大。神创造了
你，也救赎了你，他怎样借着太阳不住地照亮这世
界，照样也要借着你反射出他的光、生命和
爱。”——慕安德烈，《内在生活》。

• 同心合意为7月14日开始的夏季慕道班作流淌主恩
的器皿！（每周二至周五晚7:30-9:30）

• 以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传扬因信称义的
恩典福音！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圣 餐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
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
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
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
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
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
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
罪了。（ 林前11:23-29）

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掰开的饼，
岂不是同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
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林前10:1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