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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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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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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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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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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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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圣灵结出果子的过程，是符合生命成长规律的自然过程。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1. 结出圣灵的果子，是符合生命成长规律的自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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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6）

“If we live by the Spirit, let us also behav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如果我们靠圣灵得生，就让我们行事为人也要与圣灵保持一
致。”）——NET
“If we live by the Spirit, let us also walk by the Spirit.”（“如果我们靠
圣灵得生，就让我们也要跟随圣灵。”）——NASV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1. 结出圣灵的果子，是符合生命成长规律的自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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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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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2. 在用爱心互相服事中活出自由 (5:13-15)+ 在恒久行善中活出自由
（6:9-10）

“13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
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14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了。15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5:13-15）
• “服事”：（δουλεύω）作奴仆

• “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主人，为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束缚；基督徒又是最
忠心的仆人，为众人之仆，受每一个人管辖。”——马丁路德

• “18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
（利19:18）

• 摩西律法爱是精髓、十诫是总纲、其他是细则。
• “谨慎” βλέπω（当心，留心看……）；“咬”和“吞”现在时。
• “如果你们继续相咬相吞，请当心别被彼此消灭。”——longenecker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2. 在用爱心互相服事中活出自由 (5:13-15)+ 在恒久行善中活出自由
（6:9-10）

• 律法主义（靠肉身成全）必然导致相咬相吞，贬低别人高抬自己。
因为价值感建立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功用、自己的功劳、自己的
贡献上，必然导致互相攀比，陷入以宗教外衣掩饰的假敬虔。

• 圣灵是神，神就是爱，“靠圣灵行事”才能在用爱心互相服事中活
出自由，才能无论境遇如何都在恒久行善中活出自由。
“9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10所以有了机
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6:9-10）

• 圣灵的果子是逐渐成熟的，所以我们必须有耐心，焦点放在倚靠圣
灵恒心行善上，到了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结出圣灵的果子。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2. 在用爱心互相服事中活出自由 (5:13-15)+ 在恒久行善中活出自由
（6:9-10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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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3. 顺服圣灵与顺服情欲的人生 (5:16-18)+               

顺着圣灵撒种与顺着情欲撒种的人生（6:7-8）
“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
体的情欲了。

17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作所愿
意作的。

18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5:16-18）

“在律法以下”：活在肉体中（活出老我，
活出天然的人），被律法定罪判死刑。
“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
生命、平安。”（罗8:6）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驱使性或允准性
被动用法，类似于
关身用法，主词方
面隐含了对于该动
作的赞成、允许或
驱使。”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3. 顺服圣灵与顺服情欲的人生 (5:16-18)+ 顺着圣灵撒种与顺着情欲撒种的

人生（6:7-8）
“7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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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这段话的基本原则，由‘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一句话表
露无遗。这是神一切作为的不变原则，是表明他本身前后一致的法则，
在物质界与道德界如此，在大自然和人性中亦然。我们所收的，总是
所种的结果，这是一成不变的。因着神是这样信实，我们便可以预测，
由所种的来判断收成。如果我是农夫，想收成燕麦，我就必须种燕麦；
若我去种大麦或小麦，就太可笑了。同样的原则亦可应用于人的行
为。”——斯托得，《当代圣灵工作》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3. 顺服圣灵与顺服情欲的人生 (5:16-18)+ 顺着圣灵撒种与顺着情欲撒种的

人生（6:7-8）

“若圣灵要在我们生活中制造好果子，我们就必须播下好种子。有一
则古老的箴言说得好：种思想，收行动，种行动，收习惯；种习惯，
收个性；种个性，收命运。这是我们不能更改的。正如保罗所说：
‘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能轻视神，或藐视他所制定的法则。

有些基督徒花许多时间播肉体的种子，却很讶异为何自己没有圣灵果
子的收成。他们是否以为可以欺骗、瞒哄神，为自己的便利而弯曲他
的定律？”——斯托得，《当代圣灵工作》
“7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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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19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20拜偶像，

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21嫉妒，（有古
卷在此有凶杀二字）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
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5:19-21）
• 拒绝以15项罪行为代表的各样情欲的事（肉体的工作）
• 美化肉体工作使我们感到自己跟这清单上的罪行不太相关。
• 从神的眼光看肉体工作，显出其本来的丑陋面目。
• 必须弃绝肉体工作的原因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① “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6:1）

② “2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3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6:2-3）
“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
是我的门徒了。”（约13:34-35）

③ “4各人应当察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
了。5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6:4-5）
不跟别人比较，专心尽我自己的本分，胜过神给我自己的考验，察
验我自己的行为，夸耀神带领我得胜的恩典。

④ “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6:6）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① “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6:1）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民数记16-17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19 可拉招聚全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
光就向全会众显现。20 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21 「你们离开
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22 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
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
23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24 「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
坍、亚比兰帐棚的四围。』」25 摩西起来，往大坍、亚比兰那里去；
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26 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
帐棚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
与他们一同消灭。」”（民16:19-26）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1 利未的曾孙、哥辖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吕便子孙中以
利押的儿子大坍、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2 并以色列会中的二
百五十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
3 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
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
呢？」4 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16:1-4）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
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27 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坍、亚比兰帐棚的
四围。大坍、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
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棚门口。…31 摩西
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
32 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并一切属可拉的人
丁、财物，都吞下去。33 这样，他们和一切
属他们的，都活活地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
上头照旧合闭，他们就从会中灭亡。34 在他
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跑，
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35 又有火
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二百五
十个人。”（民16:27-35）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① “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

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6:1）

“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多3:10）


“6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
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帖后3:6）


“14 若有人不听从我们这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叫他
自觉羞愧。15 但不要以他为仇人，要劝他如弟兄。”（帖后3:14-15）


“10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
问他的安；11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分。”（约二10-
11）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① “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

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6:1）

“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但，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
日子可以得救。”（林前5:5）

“11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

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
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12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
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13 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
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5:11-13）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被得罪的一方单独
找当事人

找一两个人一同找
当事人

报告给教会
教会公开惩戒

停止与当事人相交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① “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

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6:1）
遵从马太福音18章原则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
被得罪的一方在认真省察自己除掉自己眼中梁木的前提下走四步：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如何看待和对待分裂教会者？
看他们为不信的，认识到他们被撒旦使用的危险性，停止与他们生命相交。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① “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6:1）
遵从马太福音18章原则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
“毕竟，关心基督的名声其实是为了非基督徒的缘故。当教会未能执行教会纪律时，
他们就开始和世界相像。他们好像盐失了味，不如被人践踏（太5:13）。对于在黑暗
中的世界来说，他们不再是见证了。

同时，关心基督的名声也是关心教会其他的成员。基督徒应该希望更像耶稣，而教会
纪律让基督圣洁的形象保持清晰。每当纪律被正式执行，成员们就被提醒要更加关心
他们自己的生活。公理会的雅各总结得很好[2]：‘纪律的好处很明显。它纠正退缩者，
辨别伪善者，让教会有一种健康的敬畏情绪，为将来的守望和祷告增加动力，纪律证
实人性软弱的事实及其造成的结果，不仅如此，纪律也公开见证教会是如何反对不义
的。’” Johnathon Le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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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4. 拒绝情欲的罪恶清单（5:19-21）+ 顺服圣灵的善行清单（6:1-6）

• 顺服圣灵的4项善行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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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心基督的名声是关心罪中之人。在哥林多前书第5章，保罗知道
把这人逐出教会是出于爱心，也是最好的行动，为的是“使他的灵魂在主
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林前5:5）。

为何教会要执行纪律？为了个人的益处，为了非基督徒的益处，为了教会
的益处，为了荣耀基督。记住这些基本的目标会帮助教会和长老们克服一
个个艰难的事件，认识到神的智慧和爱终将得胜——哪怕我们的智慧和爱
是那么的少。”Johnathon Leeman, 《教会纪律》, 
https://cn.9marks.org/article/church-discipline-pr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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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

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6:1）
遵从马太福音18章原则挽回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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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和对待分裂教会者？
看他们为不信的，认识到他们被撒旦使用的危险性，停止与他们生命相交。



III. 如何能结出圣灵果子
应用三：求主帮助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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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意愿

美德

败坏

好习惯

坏习惯

顺服圣灵

顺服肉体

1. 在群体中以爱人
如己的善行活出
真自由

2. 顺着圣灵撒种不
顺着情欲撒种

3. 治死以15项具体
罪行为代表的情
欲；顺服以4项具
体善行为代表的
圣灵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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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