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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顾与行善相顾与行善
加拉太书 五24‾六6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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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5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5:26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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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6:3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 就是自欺了6:3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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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6:6 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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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实践的部分，继续在五24~26

五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五2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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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也就是信徒归主的时候，24虽然已经将肉体和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上了—

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那是一个过去主动的语态；但是他们仍然要继续不断地顺着圣灵而活，

这个继续不断地、主动的行动靠的是什么？就是那唯一一次、被动式的行动：

二20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那是被动 我已经与基督同「被」钉在十架上二20a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是被动—我已经与基督同「被」钉在十架上。

我们主动地把邪情私欲钉在十架上

靠着那美好的 决定性的 被动式的行动—我已经与基督同被钉在十字架上靠着那美好的、决定性的，被动式的行动 我已经与基督同被钉在十字架上。

信徒、我们，只有靠着「信」与基督来联合，就是与基督同被钉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知道耶稣替我们死，而不知道我们已经与主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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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不能够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

什么叫「基督替死」呢？
基督替我的罪死 祂无罪代替我这有罪的 我在祂里面得着了恩典基督替我的罪死，祂无罪代替我这有罪的，我在祂里面得着了恩典，

以后当我犯罪的时候，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认罪，主就赦免；我犯罪 → 我认罪 →主赦罪，
这个不叫得胜基督徒，我只知耶稣替死，而不知道我已经与主同死，那很可惜！

当我已经与主同死 主就将祂复活得胜的生命放在我的身上当我已经与主同死，主就将祂复活得胜的生命放在我的身上，
十字架上有主，同时也有我；同时也有我在十字架上，何等的美好！

我与主同被钉在十架上，我就可以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与主同被钉在十架上，我就可以过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

信徒不断地，选择主动地来顺从圣灵而活，

靠着是那个决定性的、那一次被动的行动，

就是我已经与主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与基督联合
的时候，这个救赎的事实就成为了基础，

我们就履行了将肉体跟它的邪情私欲置之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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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履行了将肉体跟它的邪情私欲置之死地，
这个道德性的责任，我们就能够靠主活出美好的见证。



保罗强调新生命就要有新生活，
这一贯地强调的 他在每一卷书信都是如此的这 贯地强调的，他在每 卷书信都是如此的。

信仰若不落实在生活中，信仰的意义在哪里？功效在哪里？

什么是新生活？就是依从圣灵而行的，那个就叫作新生活。

25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这节经文在原文里面是一个交叉排列法：

得生 靠圣灵 靠圣灵 行事得生→靠圣灵，靠圣灵→行事，
反复地被提起来的「靠圣灵」，也就是保罗所强调的。

26回到了15的主题26回到了15的主题，
15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26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
用这样的一个消极的方式来表达：

顺从圣灵而行，我们就不会落在这个光景当中。
这 节它又是承上启下的 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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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节它又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

但是跟前面的经文关系更密切一点。

所以我们再强调，弟兄姐妹，让我们看重教会生活吧，
上帝把我们放在世上，借着教会的生活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上帝把我们放在世上，借着教会的生活来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

有在教会里面我们真实地可以学到生命的功课，那就是「彼此的功课」。
求主帮助我们好好的过教会生活，如果还没有合适你的教会，还没有教会生活的，

祷告，上帝为你预备一个 合适你的教会，你投入其中。

整个神国度里面的都是与我们有相同生命的神的儿女，但我们不是宇宙人，
我们必须在 个地方性的教会 也就是要进入 个实质的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必须在一个地方性的教会，也就是要进入一个实质的教会生活当中

我们不能用其他的：看一些属灵的书籍、自己研经，那都非常的好，

但是教会生活有它实质的功效、有它实质的上帝的祝福：但是教会生活有它实质的功效、有它实质的上帝的祝福：

我与人的相处、学习柔和谦卑、学习事奉的真理、明白神的心意

当我们要去聚会了，你心中有没有喜乐呢？
你有没有预备好，然后去参加聚会呢？

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祷告，求主带领我们到一个 合适我们的教会里面去，

我们就可以真实地发现神的心意就在那里 神的心意就在我们彼此的团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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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真实地发现神的心意就在那里，神的心意就在我们彼此的团契中，

这是非常宝贵的，这是帮助我们生命提升的。

新生命的实践呢，在六1~6告诉我们彼此相顾，向众人行善。
所谓的善不只是修桥铺路 赒济贫穷，不只是这些慈惠的事，所谓的善不只是修桥铺路、赒济贫穷，不只是这些慈惠的事，

弗二10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面作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要我们行的。

所以「行善」就是「行合神心意的事」，所有一切合神心意的事，就叫作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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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也被引诱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是出其不意地被抓住，不是故意的、蓄意的犯罪

虽然不是蓄意、故意的犯罪，但却不能够免去当负的责任虽然不是蓄意、故意的犯罪，但却不能够免去当负的责任

但保罗说：如果有人在不知不觉当中落入了一个试探，跌倒了、软弱了，
不是他蓄意的，但是他的确在这样的光景中，那么我们该做什么呢？

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
「挽回」的意思就是「成全」，

也有「让它恢复原状」的意思 可以用来指修补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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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让它恢复原状」的意思，可以用来指修补鱼网

也是医学的名词，指接合断了的骨头或脱臼的骨节，就是「纠正」

「挽回」放在经文中是什么样的意思？让软弱的弟兄恢复吧！帮助他回到原样吧！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是永远刚强呢？我们岂不也是常被软弱所困吗？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是永远刚强呢？我们岂不也是常被软弱所困吗？

所以保罗说要把他们挽回过来，帖前五14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

我们属灵的光景不会今天在高峰，明天立刻跌到低谷，不会的，太戏剧化了；属灵的光景 ， ， ， 戏 ；
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没有注意它就往下坡、就滑下去了。

但是，千万不要自以为自己站得住，自以为站得稳的，很快要跌倒，

求主保守我们在每 个时刻都紧紧地跟随祂求主保守我们在每一个时刻都紧紧地跟随祂。

但是我们周围有软弱的，就像我们也曾经软弱，
那我要怎么帮助他呢？那我要怎么帮助他呢？

约壹三6 凡住在祂里面的，就不犯罪。
约壹三9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保罗跟约翰是不是有一些矛盾跟冲突呢？不是的。
约翰所指的不犯罪指的是不继续犯罪、不故意犯罪

凡从神生的 凡住在祂里面的 就不会继续犯罪 甘心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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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从神生的，凡住在祂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甘心犯罪、

故意犯罪、持续犯罪，不会；心中有神的灵，心中有主的生命



但是当试探来敲门的时候，我开了门，我就落在试探里面，
我没有对它说不 我就落在引诱 自己所掘的网罗里面我没有对它说不，我就落在引诱、自己所掘的网罗里面，

这个时候旁边需要有人帮他。

我们思想到彼得三次不认主，虽然主回头看他，我 想 次 认 ， 头 ，
他也真的就出去痛哭，但那是何等地伤心啊！

他把爱他的主给否认掉了。

但是在约 十 当主复活的消息 坟墓空了的消息传报过来的时候但是在约二十，当主复活的消息、坟墓空了的消息传报过来的时候，
是彼得、约翰两个一起跑到空坟墓门口的—

为什么约翰那个时候在彼得旁边呢？为什么约翰那个时候在彼得旁边呢？

彼得可能一个人难受，流泪，主的眼神看着他，他痛哭，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他在一个小使女的面前他都否认主的事实，

那三天他怎么过的？

约翰竟然出现在彼得的旁边，他们两个是一起跑向空坟墓的！
我们思想到约翰 他真是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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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思想到约翰，他真是一个

「把弟兄再次地挽回，恢复原来的样式」的好同工。

所以保罗说「你们属灵的人」：顺从圣灵的、被圣灵所管制的；
他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信徒，要把他挽回过来。他们就要用温柔的心，把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信徒，要把他挽回过来。

他也曾经软弱过，所以他能够特别地去体谅这些软弱的人；
他不会自以为了不起，他会想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

他更能够用 个温柔谦卑的心来对待旁边的人他更能够用一个温柔谦卑的心来对待旁边的人。
但是，当我们做挽回工作的时候，保罗的提醒非常的重要：

你自己小心，免得被引诱，你小心被他拉下去。
我们的爱要有方法，我们的关心要有方法，要有智慧，要有从神来的智慧。

你们属灵的人，是复数，又当自己小心，那是个单数，
从复数到单数 从教会集体意识到个人意识 保罗都表达得非常的清楚从复数到单数，从教会集体意识到个人意识，保罗都表达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你关心是你在关心，但是你们属灵的人那不只一个属灵人，
所以还是有一批人—教会里真实的信徒。所以还是有 批人 教会里真实的信徒。

自己小心，当你在做关怀工作的时候，你更要紧紧抓住主，你不要以为
自己多有爱心、多有能力、多有智慧，你看我做得多好，我带回多少的人

我 有 骄傲的心 事情 会 我 象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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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有一点点骄傲的心，事情就绝对不会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地发展，
因为我们给撒但留了空隙

六2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重担」指的是一个「无法承受的重压」 需要别人来分担「重担」指的是 个「无法承受的重压」，需要别人来分担，

互相担当，也就是表达出责任与关注。有一句话说：
「分担的重担，格外地轻；分享的喜乐，加倍地多。」

与别人分享喜乐，更喜乐；分担别人的重担，肩头的担子就轻省了许多。
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如此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基督的律法高过摩西的律法 因为它是爱的律法基督的律法高过摩西的律法，因为它是爱的律法。

罗十三8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惟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教会生活的宝贵 可爱 真实，我们都在经历教会生活的宝贵、可爱、真实，我们都在经历…

我想到我参加教会的一个小组的情况：小组弟兄姐妹去关心一个家庭，
先生患了脑瘤，小组去关心他的时候，他的病况愈来愈沉重…
正值壮年，工作也开展得不错，但是这样的苦难临到他们，

借着这个苦难，上帝也让他们经历到有人关心
他们后来都信了主 在教会里受了洗 关心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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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后来都信了主，在教会里受了洗，关心了半年，
我们非常非常不舍的，就是这个弟兄还是安息在主的里面。

一个半夜，他的妻子打电话给小组长：我的丈夫被主接走，没有做任何的要求。
半夜两点多 一个伤心的母亲带着幼小的孩子 当车子到了殡仪馆的门口半夜两点多， 个伤心的母亲带着幼小的孩子，当车子到了殡仪馆的门口，

那对小组长夫妇站在那里等她，陪着她办完了后面所有的事情。
当我每次想到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小组长夫妇站在殡仪馆的门口，

来等候着这样的家庭，就觉得感动—这就是分担的一个重担…

3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那就是自欺了。
讲到了 个人属灵光景的可怜 就是他没有 他还自以为他有呢讲到了一个人属灵光景的可怜，就是他没有、他还自以为他有呢，

那就是他自以为了不起了，保罗说这叫「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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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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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罗不是允许人自夸，而是强调各人的责任，必须、也只能为自己负责
加拉太人对犹太派基督徒那虚有其表的行为在夸口，他们引以为荣的就是在别人

保罗也是有夸口的，但是他夸的是基督藉他所做的事。
罗十五17~18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 我甚么都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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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么都不敢提。
也是有夸口，但他指着主借着他所做的事情。



5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这个「担子」跟 2「重担」是不同的字这个「担子」跟 2「重担」是不同的字

在用法上也有不同的涵义

这个地方的担子，就好像旅行的人
他自己要背负的那个行囊，不能推卸给别人

这边告诉我们，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而且他用的是未来时态的「担当」，
表示这个事情你就应该要这样做 你自己的担子 你的行囊你自己背表示这个事情你就应该要这样做，你自己的担子、你的行囊你自己背；

也含着有在审判之日，我们必须要向神负责的意思。

6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6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 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
不单是在物质上的分享

也是受教者与施教者之间有完全的团契
这是非常美好的见证、非常美好的教会的生活。

提前五17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 更当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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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
因为传福音的人他有这个权柄—靠福音养生，我们也要多所关注与帮助。

谢谢主，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谢谢主，帮助我们更清楚知道，

在我们的信徒生活当中，该如何去实践的。

主啊！保守我们的心 让我们可以靠你站立得稳主啊！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靠你站立得稳，

也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肠，

意让我们可以注意到那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弟兄姐妹；

给我们智慧与能力，让我们知道如何地去挽回他们；

也让我们扛起自己的行囊，

也分担别人的重担。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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