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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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用经历辩护: 保罗的福音是神直接的启示（1-2章）
1. 引言：保罗的问候、咒诅及誓言 （1:1–10）

2. 保罗蒙召及第一次上耶路撒冷的经历（1:11-23）

3. 保罗信主14年后第二次上耶路撒冷的经历（2:1-10）
4. 保罗在安提阿教会当面指正彼得的经历（2:11-21）

II. 用神学辩护: 保罗的福音和旧约启示一致（3-4章）

III. 用结果辩护: 保罗的福音孕育出圣灵果实（5-6章）

以感恩的心传扬纯正福音——加拉太书1-2章



靠圣灵入门靠圣灵成全——加拉太书3-4章

II.用神学辩护: 保罗的福音和旧约启示一致（3-4章）
1. 责备加拉太信徒靠圣灵入门靠肉身成全（3:1–5）

2. 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3:6–9）

3. 律法的咒诅和基督的救赎（3:10-14）

4. 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早于摩西律法（3:15–18）

5. 律法的功用是将人引向基督（3:19–4:11）

6. 加拉太信徒和保罗之间关系的今昔对比（4:12–20）

7. 夏甲和撒拉的预表（4:21-31）

I. 谴责靠圣灵入门靠肉体成全（3:1-5）
II.论证靠圣灵入门靠圣灵成全（3:6-4:31）
III.应用靠圣灵入们靠圣灵成全



III. 用结果辩护: 保罗的福音孕育出圣灵果实（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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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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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鲜明对比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 “但是”与5:19-21形成鲜明对比，律法禁止的是情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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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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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情欲的事”（肉体的工作）是复数
• “果子”是单数，九种美德（品格、性情、特质）是合一的缺一不可的整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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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latians (Vol. 30, p. 399).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Publishers.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https://ref.ly/logosres/nac30?ref=Bible.Ga5.22-23&off=36&ctx=ce+(5:22%E2%80%9323)
5:22%E2%80%9323~+After+listing+fif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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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鲜明对比的“圣灵所结的果子”

• 保罗将圣灵果子的九种品格分成了三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 第一组表达基督徒心灵的习惯；第二组反应社交及对邻舍的关顾；第三组
表现出指导个人生活的原则——Lightfoot

• 第一组与神的关系；第二组与人的关系；第三组与自己的关系——斯托得
• 第一组美德来自神的心灵习惯；第二组向外触及其他人的特质；第三组美
德指引着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信徒的一般品行。——Campbell, D. K. 

“单单念诵这些基督徒美德，就足以令人垂涎三尺，心跳加速，因为这正是
耶稣基督的画像。没有一个人曾像身为人的耶稣基督，以如此平衡和如此完
美的方式，展现出这些品德，这也正是每一位基督徒渴望成为的样式。”—
—斯托得，《当代圣灵工作》。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作见证，也
有神作见证。”(帖前二10)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2. 圣灵果子的第一组特质

• 仁爱、喜乐、和平
• ἀγάπη（仁爱）

“10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
回祭，这就是爱了。”（约一4:10）
“5 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
他坐在至高之处，

6自己谦卑，
观看天上地下的事。

7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
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

8使他们与王子同坐，
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诗113:5-8）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2. 圣灵果子的第一组特质

• 仁爱、喜乐、和平
• ἀγάπη（仁爱）

“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
都死了；15 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
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林后5:14-15）

7月14日开始的慕道班！
“4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6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7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事忍耐。8 爱是永不止息。”（林前13:4-8）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2. 圣灵果子的第一组特质

• 仁爱、喜乐、和平
• 喜乐：不是因自己心想事成而是因神旨意的成就而生发的欢喜、快
乐、兴奋。

“2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
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希12:2）

“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
1:2）
“11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约15:11）
“16 要常常喜乐，17 不住地祷告，18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
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前5；16-18）
“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4:4）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2. 圣灵果子的第一组特质

• 仁爱、喜乐、和平

• 和平εἰρήνη“a state of concord, peace, harmony.”（“和睦、和平、平
安的状态。”（BDAG）

“33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16:33)

“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诗119:165）

“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洋溢着爱心、喜乐、平安，这些的确可说是他
最主要、最常有的特色。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出于爱心，以喜
乐来进行，在平安中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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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3. 圣灵果子的第二组特质

• 忍耐、恩慈、良善

• “忍耐” μακροθυμία：“state of being able to bear up under 
provocation, forbearance, patience ”（BDAG）（“在被冒犯的情况
下仍然能忍受的状态，宽容，有耐心。”）
• “10 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
忍耐，”（提后3:10）

• “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2-3）

• “9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
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10 好叫你们
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
地多知道神；11 照他荣耀的权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
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西1:9-11）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3. 圣灵果子的第二组特质

• 忍耐、恩慈、良善
• “恩慈” χρηστότης “the quality of being helpful or beneficial, 

goodness, kindness, generosity .”BDAG（“对人有帮助并带给人益处
的特质，善良、仁慈、慷慨的品质。”）

6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7 要将他极丰富的
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弗2:6-7）

• “良善”ἀγαθωσύνη“positive moral quality characterized esp. by 
interest in the welfare of others, the generosity.”（BDAG）（”特别是透
过关注他人福祉与利益表现出来的美德，慷慨大方。”）

“忍耐能够忍受他人的粗暴无情，且拒绝报复；恩慈超越了消极地不
加害于人，而是积极去为别人的益处着想，良善则将思想化为行动，
主动以具体、建设性的方法去服事人。我们不难看见，‘忍耐、恩慈、
良善”是对人态度的三个进深。”——斯托得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4. 圣灵果子的第三组特质

• 信实、温柔、节制
• “信实”（πίστις）: ” the state of being someone in whom confidence 

can be placed, faithfulness, reliability, fidelity, commitment .”(BDAG）
（“值得别人信赖的生命状态，诚信、可靠、忠诚、承诺。”）

• “温柔” πραΰτης ”the quality of not being overly impressed by a sense of 
one’s self-importance, gentleness, humility, courtesy, considerateness, 
meekness in the older favorable sense.” （“不过高地感受到自己的重
要性，以前是指温柔，谦卑，礼貌，体贴的好品格。”）
• “29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
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太11:29）

• 八福中的第三福：“5 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太5:5）

• 希腊语中一匹温柔的烈马的含义

活出结满圣灵果子的自由新生—加拉太书5-6章



I. 圣灵能结出何种果子
4. 圣灵果子的第三组特质

• 信实、温柔、节制
“2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3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2-3）

• “节制”“restraint of one’s emotions, impulses, or desires, self-control.”
（BDAG）（“克制自己的情绪，冲动或欲望，自我控制。”）

“24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
好叫你们得着奖赏。25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
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26 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
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27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
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林前9:24-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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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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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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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