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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书六7‾18

7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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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善 可丧志 若 灰心 了时候就要收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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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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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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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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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

高举基督高举基督

在六7-8扩大了六1-6的视野，也回到五13-26保罗所说肉体与圣灵相敌的观点。

7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么。
「轻慢」这个字 在新约里面就只出现这 次「轻慢」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就只出现这一次。

保罗把基督徒整个在地上的生命，看作一个撒种的时期，而末日就是收割的时候，

一个人在今生如何撒种，就决定了他在末日要如何地收成，个人在今生如何撒种，就决定了他在末日要如何地收成，

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不断地提醒信徒，在行事为人上要与蒙召的恩相称。

罗十四12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见主的面，都要交账—自己的事；

有人再爱你，他不能替你交账，他再关心你，也没有办法为你多交一分，

各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各人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当我们了解这个重要性时，怎么能够停在原地，驻足不前呢？
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尽心竭力作主工，向着标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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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真的需要努力尽心竭力作 ，向着标竿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所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基督徒的末世观，影响他在世上的一些思想和行为，
影响他的价值观 金钱观 人生观 生死观 婚姻观 人际观；影响他的价值观、金钱观、人生观、生死观、婚姻观、人际观；

因着我们明白末世的事，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提醒。
整个在地上的时间好像是撒种，但是有一天它会收成，

我怎样地撒种，我怎样地收成，这是我要注意的。

保罗说你不要「自欺」这是一个现在命令被动语态，
是 个命令 你不要被蒙骗了 被谁蒙骗呢是一个命令：你不要被蒙骗了，被谁蒙骗呢？

就被扰乱者、犹太派的信徒，加拉太教会的煽动者，你不要被蒙骗了！

你自己也不要骗自己，神是轻慢不得的！你自己也不要骗自己，神是轻慢不得的！
「轻慢」有「愚弄」的意思，如果照它的字义就叫作「嗤之以鼻」。

不可以愚弄神，对祂和祂的真道嗤之以鼻，因为那个结果是可怕的！

所以我们发现这样一个「末世」的警告，带出了一个重要的提醒：
圣经里面讲到收割，基本上它都是指着末日而言，

感谢主 神的仆人不断地在提醒 提醒我们该注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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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神的仆人不断地在提醒：提醒我们该注意的事、

该领受的事、该拒绝的事、该顺从的事。



8再次让我们看到「情欲」和「圣灵」，
这个情欲就是肉体 顺着情欲撒种的 必从情欲收败坏；这个情欲就是肉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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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欲就是肉体，败坏就代表着罪、死的结果，

基督徒脱离了罪与死的权势，靠着圣灵得着永生

罗六脱离了罪的权势，我们脱离的不是哪一项、哪一个罪行，
我们乃是脱离了罪的权势。

罪的权势好大，把我们辖制，不得脱离，被捆绑，作恶者撒但的奴仆。

靠着主复活得胜的大能 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权势 穿上全副军装与牠争战靠着主复活得胜的大能，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权势，穿上全副军装与牠争战。

基督徒脱离了罪的权势，罗六；

基督徒也脱离了律法，罗七；

基督徒脱离了死亡，罗八。
罗八6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

截然不同的结局 我们要生命 我们要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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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要生命，我们要平安，
我们不要罪与死所带出来可怕的结果。

9~10就继续地延伸这样的思想：从撒种和收割的角度来谈行善。
「善」就是一切合神心意的事「善」就是一切合神心意的事，

保罗不厌其烦地告诉信徒，不能靠行为来得神的喜悦

我们不能用行为跟神交换任何一点恩典，或者来邀功
但是另外一方面，保罗也不断地提醒信徒，基督徒有行善的责任，

所以在 9~10这短短两节经文当中，他就提到
两次做主工 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啊 因为到了时候 就有收成两次做主工，千万不要灰心丧志啊，因为到了时候，就有收成。

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是一个抽象的时间，而是说当时机成熟的时候、

当主再来的时候、当神的时候满足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收成。当主再来的时候、当神的时候满足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收成。

这边告诉我们说行善要抓住机会，你有了机会，你就要向众人行善。
可能当时因着许多的事情让那些真信徒灰心了

就像耶稣所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但是保罗说行善要抓住机会，就好像他常常是这样—人在外邦，

他在各处宣教 但是他总顾念到许多人的需要 他也向马其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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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各处宣教，但是他总顾念到许多人的需要，他也向马其顿

的众教会来筹募捐款，来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穷困的信徒。

所以让我们思想到那一些真正的信徒们，他们可能是因为从耶路撒冷来的煽动者、
犹太派基督徒的作为 让他们感觉灰心 丧志 然后他们就不想帮助人了犹太派基督徒的作为，让他们感觉灰心、丧志，然后他们就不想帮助人了。

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我们所付出的没有看到好的结果，
做了许多的事，彷佛人并没有来领受在心。当然我们也还要小心—

行善是不应该求图报的，乃是看见很多现象时，的确人的爱心就受到了考验
保罗就提醒、鼓励、告诉这些信徒，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

求主给我们好机会 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有 些能力的 这所谓的能力求主给我们好机会，我们每个人基本上都是有一些能力的，这所谓的能力，
就是主给了我们一些恩典，这个品格在我们的里面：怜恤、关怀、接纳、爱，

这些都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多么丰富，不是我们很多的物质很丰富，不是！这些都在我们里面，不是我们多么丰富，不是我们很多的物质很丰富，不是！
你拍拍别人的肩膀、给他一句鼓励的话、给他写一封信，他 需要的时候，

你不需要长篇大论，你不需要讲大道理；可能你只告诉他：不要怕 、只要信；

你只告诉他：站稳脚步，靠主得胜；你只告诉他：主的恩典够你用。

如果他有物质的缺乏，那么我就我所能做的，补上他的缺乏，
真美啊 这就是教会生活 把握住机会 把主的福音传出去 把握住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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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美啊，这就是教会生活。把握住机会，把主的福音传出去；把握住机会，

向周围的人行神所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机会稍纵即逝，求主给我们常有好的机会。

11 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
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也有代笔人的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也有代笔人的，

罗十六22 是德丢作代笔

这个地方保罗从代笔人的手中取过笔来，

他亲自地书写，来证明他就是这封信的作者；

现在他要讲的，就是一段结尾的话，他要读者特别留意，
就好像保罗常有时候会讲「我还有末了的话」之类的就好像保罗常有时候会讲「我还有末了的话」之类的。

第四章提到保罗第一次到加拉太宣教的时候，他的身体有疾病，
加拉太人热情地接待他，加拉太人热情地接待他，

甚至于愿意把自己的眼睛给剜出来，来帮助， 来接待；

可是放在这个地方，也许我们不需要直接的就说：
「保罗有眼疾没有办法写小的字，所以字就写得很大了。」
可能这样的解释也太直接，或者说太独一了。

我们也不需要把这个话跟保罗是不是有眼疾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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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需要把这个话跟保罗是不是有眼疾放在 起，
反而可以更强调就是：保罗要写出一些提醒他们很重要的结语。



12~13保罗就清楚地揭示出这些煽动者真正的动机。
他们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 外貌体面就是「肉体上的体面」他们是「希图外貌体面的人」，外貌体面就是「肉体上的体面」，

也就是他们要想得犹太人的「好评」，就是得他们同胞的好评

他们用受割礼的人数，来表示他们的工作是成功的

他们到加拉太教会，他们讲了很多的事情，

然后这些信徒也就领受了，然后也就去做了，他们是成功的

他们要以这样的事实来自夸 以为在这样的情况中 在上帝面前也有可夸之处他们要以这样的事实来自夸，以为在这样的情况中，在上帝面前也有可夸之处。

保罗真是一点不留情地把他们的行事的动机给揭示出来，
他们想得犹太人的好评；他们想得犹太人的好评；

他们用割礼的人数来表示工作是成功的；

他们怕自己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怎么样分辨好牧人跟雇工呢？事实上就是动机嘛，

好牧人为羊舍命 因为他是牧人 他顾念他的羊

9

好牧人为羊舍命，因为他是牧人，他顾念他的羊

雇工碰到有困难、有危险的时候，他第一个就跑了，那就是雇工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事奉的动机非常的重要…
帖前二8不但愿意将福音给你们 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 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帖前二8不但愿意将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保罗甚至愿意为信徒而舍命，这绝不是雇工了，这是好牧人
他事奉的动机，因为从神领受的托付、他何等的疼爱这些信徒们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律法主义者他们注重割礼胜过十字架，
他们强调外邦信徒要受割礼，真正的目的不是要让这些信徒对基督更信，

动机不是要提升他们属灵的生命 他们要这些信徒对犹太主义更认同动机不是要提升他们属灵的生命，他们要这些信徒对犹太主义更认同，

不是对基督更认同。这样的说法有没有影响力？有的，
有些人就被蛊惑了，软弱的人就听从了，而这样就避开了十字架的羞辱。

割礼很重要，我行了割礼就好，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保罗说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被人厌弃的地方就没有了。如果保罗这样传，就不会受逼迫；
但保罗不能这样传，因为那不是真正的福音
对第一世纪的人来讲，十字架是非常卑贱的，那是一种

大的耻辱 那是一个 严苛的刑罚 能避则避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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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耻辱，那是一个 严苛的刑罚，能避则避之吧
这个是煽动者的动机，也是这些信从者他们所跟从的心态。

13a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他都不守律法。
当然这个地方不是暗示我们要守律法当然这个地方不是暗示我们要守律法

但是那一些人，借着维护摩西的律法，就把十字架看作

补充的律法，然后他们要保守住、保持住自己的那个尊荣，

不要受逼迫，受逼迫我不行，我不愿意受逼迫

没有人要自讨一个逼迫，自讨一个苦吃，
但是若为福音的缘故 我们蒙召其中一个目的 也是为着受苦但是若为福音的缘故，我们蒙召其中一个目的，也是为着受苦。

他们就妥协了，他们向犹太主义妥协了。

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林前二2a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林前二2a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他其实知道很多，保罗是个学者，在迦玛列门下受教，他哪里不知道？

但他说：我定了主意，我传福音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
并祂钉十字架──这样坚持的为着福音而生，甚至于为着福音而死的心态，

是一个宣教者，是一个神的儿女该有的认知。
高举十架 高举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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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十架，高举基督，

免除了高举人的 佳途径；十字架是神的大能，十字架是神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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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世界而论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这个「世界」指的就是：离弃神、拒绝神、与神为敌的世人，

以及人所依靠 、人所夸耀的、在基督以外的一切的事物，就所谓的「世界」。

对保罗来讲，这个世界代表他信主以前的生活的方式，承袭而来的出身、成就；

就律法我是法利赛人，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以前的保罗是这样。

但是 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保罗他自己怎么说法但是，让我们非常感动的是保罗他自己怎么说法，

腓三7~8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为祂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他那有益的事，事实上就是万事，那么现在呢？

他把他以前认为有益的事情他当作有损的；
而且当作的有损是看作粪土，看作废物。

保罗生命完全地翻转 让我们很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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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生命完全地翻转，让我们很羡慕，

保罗生命的榜样与见证，也让我们真实的看见，主在他身上所作成的美好的善工。



最后，在15~16保罗说新造的人最重要…
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 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15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作新造的人。

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宣告，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提示：
基督祂借着死在十字架上，祂结束了旧的纪元，

祂引进了新的纪元。

如今受不受割礼其实无关紧要，只有当那些煽动者，他把这个割礼说成是
作神的子民是不能够缺少的条件的时候 这割礼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作神的子民是不能够缺少的条件的时候，这割礼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否则的话，它只是新造的人跟旧人外表的特征不同而已，

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得救的要件，它当然就变得很重要。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得救的要件，它当然就变得很重要。

保罗说，对基督徒来讲什么是重要的呢？不是割礼啊！
他在这一封信的尾声，他再次强调：最重要的是新生命，

因为你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要活出新的生活
因为你已经有了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的生命的特征，

就是与神有新的关系 这个关系 当我们与基督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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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与神有新的关系，这个关系，当我们与基督连结，

用信心来表现，顺着圣灵，我们就能够体会、也能够表现出来

16凡照此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
如果知道这样的真理 照着这样去做的 你会得着一个祝福如果知道这样的真理，照着这样去做的，你会得着 个祝福，

那个祝福就是：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
神的以色列民指的就是新的以色列民─

也就是神的子民，包括犹太信徒，也包括外邦信徒。

你发现这是一个有条件的祝福，
平安 怜悯是照着 那样真理而行的人平安、怜悯是照着15那样真理而行的人，
对于这些煽动者，你跟他在一起，你跟他沆瀣一气的，

这样的加拉太的信徒来讲，这样的加拉太的信徒来讲，
你要留意啊，你要留意自己是被咒诅的！

就好像 一8~9 所说的，你不能得着从神来的祝福

对于确认自己你是因信称义的，那么你们正走在正路上，

你一定能够得着这个祝福

对于在这个其中在那里游移不定的 那么现在正是神拯救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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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这个其中在那里游移不定的，那么现在正是神拯救的日子，

好好的靠着圣灵来走一条正路，神的平安怜悯就临到这样的人

最后，17~18有总结、也有祝福…
17从今以后 人都不要搅扰我 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17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

这个印记是保罗为着福音受苦在他身上所留下的疤痕，可能特别就是指他在
路司得的时候，被打得近乎死亡的事情(徒十四)，保罗称之为「耶稣的印记」，

不单是表示出他和主的关系，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他在这个关系的保护当中，

表明与主同受苦，他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以肉身受苦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

保罗也用印记跟割礼来对照 让我们看到所谓真以色列民就是今天的教会保罗也用印记跟割礼来对照，让我们看到所谓真以色列民就是今天的教会，
他们是真受割礼的，因为他们是在真神的灵里来敬拜，

他们在基督里夸口，他们不靠肉体，他们是真以色列民。

18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赐恩跟赐恩者是不能分开的，主与我们同在、

主的恩与我们同在，可以交换使用，
因为我们的主在祂所赐的恩典中，赐下了祂的自己。

感谢主！我们查完了加拉太书 我们也在 后的祝福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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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主！我们查完了加拉太书，我们也在 后的祝福当中，

我们互相祝福：愿主的恩、愿主的自己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

天父，我们感谢你！

带领我们思考加拉太书，

帮助我们从其中领受真理，帮助我们从其中领受真理，

也帮助我们因着受教，

我们就得着可以去明白真理我们就得着可以去明白真理、

行出真理的这样的恩典。

谢谢主，你在你自己的恩典当中，

让我们与你更相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行在正道、明白真理、传扬真理的人。

16

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