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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五12‾26

12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12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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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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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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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18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19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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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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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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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是 连 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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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欲与圣灵情欲与圣灵

抵挡福音的人，他把十字架当作讨厌的，他厌弃十字架
但是我们明白真理的，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12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
把自己「割绝」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自己阉割了吧！

你既然要行割礼，这是一个讽刺的语气，从割礼到阉割，你既然要行割礼，这是 个讽刺的语气，从割礼到阉割，

那岂不是更完全的做法吗？岂不是更彻底的做法吗？

腓三2b防备妄自行割的。
所用的这个字，也就是割去肢体、让他残缺，跟这节的说法其实是很相近的。

当然这个地方有保罗的讽刺，也有保罗的情绪。
保罗何等看重信徒生命的根基建立得好不好？属灵生命成长得好不好？保罗何等看重信徒生命的根基建立得好不好？属灵生命成长得好不好？

当教会遭到了破坏，当信徒的信仰遭到了诱惑，

或者说煽动者、扰乱者、搅扰者破坏教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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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煽动者、扰 者、搅扰者破坏教会的时候，

神的仆人是非常痛心的。

这封信已经渐渐要进到尾声了，当他叙说很多重要的真理的时候，他讲到说：
如果我还像以前 不认识耶稣 没有明白救恩以前 我照传割礼如果我还像以前，不认识耶稣、没有明白救恩以前，我照传割礼
信了耶稣以后，如果我还要传割礼作为得救的条件的话，我不需要受逼迫

就像我曾经说过的，罪不容易讲，罪好敏感，但是如果传福音不讲罪、不讲十字架，
只讲信耶稣好得很，有喜乐，有平安，凡事顺利，万事如意—

没有人要拒绝，每个人都喜欢，是吗？

但是 那不是正确的福音 那是错误的道理但是，那不是正确的福音，那是错误的道理。

我们绝对不愿意像耶稣责备法利赛人那样的光景，说：
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却让他们成为地狱之子。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却让他们成为地狱之子。

求主帮助我们把福音讲得清楚、讲得全备、讲得明白，

好让我们把福音介绍出去的时候，对方也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12我们看到保罗他就高举了十字架，借着信心，
十字架是神所定规的称义的方法。

保罗宣告割礼也就是靠行为 在使人称义的事上是毫无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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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宣告割礼也就是靠行为，在使人称义的事上是毫无功效的，

主张行割礼的人，他们必定要受审判。



13-15保罗提醒说不要滥用自由。
1 保罗说你们已经得自由了 基督释放了我们 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1保罗说你们已经得自由了，基督释放了我们，不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你有主的自由的生命，你是新造的人，不要再回头吧！
作了神的儿女，有美好的生命，有天上丰富的产业，

不要像那浪子，不要回头再去吃猪都不要吃的豆荚吧！

这就是对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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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再次用非常强调的语气把加拉太信徒跟扰乱他的人分开了保罗再次用非常强调的语气把加拉太信徒跟扰乱他的人分开了。
 10 基督徒得自由是借着基督的救赎
 13 基督徒得自由，信的人得着了自由，

是借着神的呼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

「情欲」的意思就是「肉体」，这个地方他所指的不仅是肉体的情欲，
而是活在罪中的整个人性 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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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活在罪中的整个人性，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这是保罗所禁戒、要提醒加拉太信徒的。

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段非常宝贵的话：
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 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他也是众人之仆 服事所有的人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他也是众人之仆，服事所有的人。

带出了我们服事的心态，带出了信徒的生命。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
五1 我们得着自由，不受任何人的挟制、不受任何人的管辖

「他也是众人之仆，服事所有的人」，
他要不要受管辖呢？要不要受别人的影响呢？

当我们作仆人的时候 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当我们作仆人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但是弟兄姐妹，这是甘愿作仆人

保罗真正活出仆人的生命，作我们的榜样，保罗是神的仆人，他也作众人的仆人。保罗真正活出仆人的生命，作我们的榜样，保罗是神的仆人，他也作众人的仆人。
有的时候我们事奉，我们觉得自己是被主已经称义了，

我们是有成圣的地位，我们是神的仆人，很好、很宝贵、很尊荣…，
不要忘记—我们怎么样在地上显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

那就是效法基督作仆人：我们不单是神的仆人，也是人的仆人，

谦卑 顺服 柔和 带出主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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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卑、顺服、柔和，带出主自己的生命。
所以保罗说：你不要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事。

火车在轨道上最自由的、可以自由奔驰到许多的地方，
因为有轨道设在那里 火车一离开轨道 要出事了！因为有轨道设在那里，火车 离开轨道，要出事了！

所以信主不是不受约束、不是放纵情欲、不是滥用自由和恩典。

有基督的律法—所谓爱的律法，成为我们行事的轨道，

爱神爱人的轨道，我们行在其上，就有美好的结果。

保罗说用爱心互相服事，「服事」用的字是像奴仆伺候主人般的服事，
罗十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罗十三8a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服事是像奴仆服事主人的服事，我怎么能说我没有亏欠呢？

我们需要学习从神而来的爱，来爱在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学习从神而来的爱，来爱在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

不管信徒是如何的自由，你发现保罗所强调的是：
他们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因为他们的主是基督，

他们的主是救他们的这位主，他们得自由的目的，是要用爱来彼此服事。

我们看重教会生活就是这样，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过鲁宾逊式的基督徒生活，
他需要有教会生活 这是上帝给教会的 给祂的儿女的非常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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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有教会生活—这是上帝给教会的、给祂的儿女的非常大的祝福！
我们要进入祂的身体，要在教会里过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相顾的生活。

但是千万不要彼此相恨，彼此相咬相吞，
14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了 「包在」也可以翻译「成全了」，14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 句话了。「包在」也可以翻译「成全了」，

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成全了。
一个脱离律法的信徒，在基督里得着自由，

但他同时也在成全律法；在爱人如己的这句话里面，来成全全部的律法。

所以你发现，成全律法的方法，对基督徒而言，
他不是努力的去遵行一套外在的法典 而是用一个新的方法他不是努力的去遵行 套外在的法典，而是用 个新的方法，

就是—爱，这个爱是圣灵在信徒里面发动并且产生的。

我们原来不会爱的，我们也原来不会给的，我们原来不会爱的，我们也原来不会给的，

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喜欢抓的，越多越好，给我越多越好；

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主要我们学习一个「给的生命、人生」，

神 神 分享所有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把神所给我们的也与别人来分享

我们不会爱，我们喜欢被爱，越多越好，
但是主要我们效法祂 活出爱 关心你旁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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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要我们效法祂—活出爱，关心你旁边的人，
哪怕拍拍肩膀，一个微笑，一句安慰的话语，都能够带给对方心中的温暖。



15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彼此消灭」就是毁灭 同归于尽 也就像保罗思想里面「彼此消灭」就是毁灭、同归于尽，也就像保罗思想里面

可能出现的，就是罗马竞技场上的野兽，自相残杀而死

 想想看这多可怕！教会生活是彼此攻来攻去、斗来斗去，

一点都显不出合一的见证，

怎么吸引还不认识神的人愿意来明白这个信仰？

祷耶稣在约十七大祭司的祷告，反复提醒的就是「合一」，合而为一，
合一的状态，就好像父子合一那样

合一的见证 最明显的就是在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合 的见证，最明显的就是在爱的生活中表现出来

罗十四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
在神面前守着信心，在人面前守着爱心，

这是基督徒我们该特别彼此勉励的。
我不需要像法利赛人，站在十字路口上祷告表示敬虔，

把经文绣在身上 绣在衣裳上表示敬虔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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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文绣在身上、绣在衣裳上表示敬虔，不需要。

若我有信心，就在神面前守着，我在人面前应当要守住爱心。

19-23情欲跟圣灵有一个表列，
来支持13-18的主题：肉体跟圣灵的敌对来支持13-18的主题：肉体跟圣灵的敌对。

他要加拉太的信徒明白，自由主义者所强调的：
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带来的是非常负面的结果；但是如果透过爱的彼此服事，

顺从圣灵而行，就能够产生极其正面的好的结果、得胜的秘诀。

保罗解释 强调 信徒蒙召为要得自由 然后以爱彼此服事 不是放纵情欲16-18保罗解释、强调，信徒蒙召为要得自由，然后以爱彼此服事，不是放纵情欲。
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靠自己仍然不行的，我们自己的爱一两天就用完了，

我们需要恳求主，恳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活出我们需要恳求主，恳求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才能够活出

主要我们活的那个样式。秘诀在哪里？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

17b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做的。这个「使」是告诉我们：
引出了一个事情的结果—圣灵跟情欲的对立当中，信徒不可能保持中立，

我们一再地强调，没有中间的信徒。
你不可能脚踏两条船 你不可能又放纵情欲又顺从圣灵 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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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脚踏两条船，你不可能又放纵情欲又顺从圣灵，不可能的事！

信徒不可能保持中立，他要不就服事肉体，要不就服事圣灵。

因此，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要让自己被圣灵引导，也就是主动的站在圣灵的一边，
被圣灵引导的意思就是「顺着圣灵而行」 这是一种所谓「被动的主动」被圣灵引导的意思就是「顺着圣灵而行」，这是 种所谓「被动的主动」。
被圣灵引导，圣灵提醒我，我就要主动的选择站在祂的一边。

圣灵提醒我了，那我要作出选择、作出抉择，上帝给了我自由
这个自由在基督的恩典跟爱当中去发挥、去实行，

我就主动的、我要顺从圣灵，站在圣灵的一边

腓 就当恐惧战兢 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腓二12~13就当恐惧战兢，作成你们得救的工夫。
得救还可以作成吗？你要恐惧战兢地活出你的救恩，

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祂的美意。
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然后我们恐惧战兢，活出这个救恩，

有神运行的大能，也有我要去实践的部分。

西一29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祂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但他的能力从哪里来？不是他自己有的，是照着神在他里面所运行的那个大能。

因此 被圣灵引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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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圣灵引导就是：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主动地顺从，这就是基督徒在自由当中得享了恩典。

19~21有一个表列，一共有十五大项关于情欲的事，
可以给它分成四类：可以给它分成四类：

第一类：性关系方面的罪—奸淫、污秽、邪荡；

第二类：偏离正道的罪—拜偶像、行邪术；

第三类：人际关系方面的罪—仇恨、争竞、忌恨、

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

第四类 纵欲无度的罪 醉酒 荒宴第四类：纵欲无度的罪—醉酒、荒宴。

19 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
然后 21 醉酒 荒宴「等类」，然后 21 醉酒、荒宴「等类」，

我们就很清楚看到，其实不止这十五项，在整个的表列目录当中，

有「就如、等类」，就会发现他举的不过就是有代表性的。

而且肉体情欲的罪不但是显而易见，它会带出可怕的结果—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行」这样事 用 个现在分词 指的不是偶尔行 是习惯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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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样事，用一个现在分词，指的不是偶尔行，是习惯的行，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在前面讲到肉体的罪的时候，保罗用的是复数的，「情欲的事」是复数的。
 22~23 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是单数的 22~23 讲到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是单数的，

单数的果子，指的是「一种美好德行」的收成

就好像宝石，每一个面都是非常光灿的，都是非常美的，

但是我们看它的全面的时候，

那真的就发出了非常美丽的光彩，就不是一面的了

圣灵的果子是单数的 但是所呈现的九种表象圣灵的果子是单数的，但是所呈现的九种表象，
却是非常清楚的把整个圣灵之果非常美丽的呈现：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弟兄姐妹，属灵的美德，在基督里的品格，都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跑出来的，
从我们里面就产生出来了，不，是要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

被主帮助我们，用祂的恩慈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慢慢地可以来建造。
果子从青涩到成熟有一段时间的，不可能今天是青的，明天立刻红透了，

它中间有个过程 所以我们追求圣灵之果这美好的九种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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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中间有个过程，所以我们追求圣灵之果这美好的九种表象，

我们要等待，要忍耐，但是当然要必须不断地继续往前行。

这美好的果子—圣灵之果，这个美好的美德没有律法禁止。
律法通常用禁令的方式出现：「不可 」 不可贪恋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律法通常用禁令的方式出现：「不可…」，不可贪恋，不可杀人，不可偷盗

但是爱的律法它超过了这一些不可禁令的要求，没有律法禁止

事实上当我们在追求主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正在履行律法的要求，为什么呢？
因为在圣灵里的生命并不会违反律法，它会超越。它不是只是说不可，

那我听话，我不可…，不，我还可以作得更多，我还可以作得更好。

因为圣灵告诉我 我顺从圣灵而行 我不需要只追求一样 我追求爱就好了 不因为圣灵告诉我，我顺从圣灵而行，我不需要只追求一样，我追求爱就好了，不，
你追求圣灵，追求圣灵九种表象，美丽的全面的呈现就都有了。感谢主！

24~26生命的实践：凡属基督耶稣的人，24 26生命的实践：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保罗把邪情、私欲跟肉体连在一起用，然后还加上了一个冠词，
很清楚地表明，所谓邪情私欲就是前面所说的肉体所行的事。

保罗说他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凡属基督的人，

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 让人觉得非常感恩 也让我们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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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同钉在十字架上，让人觉得非常感恩，也让我们看见

上帝的宏恩大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作成的这样的工作，我们感谢主。

谢谢主 借着你仆人的话提醒我们谢谢主，借着你仆人的话提醒我们，

不把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彼此服事反倒是用爱彼此服事。

求主赐福今日的教会，

让你的孩子们都明白这个真理，

活出你宝贵生命的见证，活出你宝贵生命的见证，

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仰望，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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