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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五12~26

12 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12 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

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

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之內了。

15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姦淫 污穢 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

21 嫉妒、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國。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國

22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24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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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屬基督耶穌的 是已 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 了

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26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情慾與聖靈情慾與聖靈

抵擋福音的人，他把十字架當作討厭的，他厭棄十字架

但是我們明白真理的，我們是高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得 攪 的 把自 割12 恨不得那攪亂你們的人把自己割絕了。

把自己「割絕」了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把自己閹割了吧！

你既然要行割禮，這是一個諷刺的語氣，從割禮到閹割，你既然要行割禮 這是 個諷刺的語氣 從割禮到閹割

那豈不是更完全的做法嗎？豈不是更徹底的做法嗎？

腓三2b 防備妄自行割的。

所用的這個字，也就是割去肢體、讓他殘缺，跟這節的說法其實是很相近的。

當然這個地方有保羅的諷刺，也有保羅的情緒。

保羅何等看重信徒生命的根基建立得好不好？屬靈生命成長得好不好？保羅何等看重信徒生命的根基建立得好不好？屬靈生命成長得好不好？

當教會遭到了破壞，當信徒的信仰遭到了誘惑，

或者說煽動者、擾亂者、攪擾者破壞教會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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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說煽動者 擾亂者 攪擾者破壞教會的時候

神的僕人是非常痛心的。

這封信已經漸漸要進到尾聲了，當他敘說很多重要的真理的時候，他講到說：

如果我還像以前，不認識耶穌、沒有明白救恩以前，我照傳割禮如果我還像以前，不認識耶穌、沒有明白救恩以前，我照傳割禮

信了耶穌以後，如果我還要傳割禮作為得救的條件的話，我不需要受逼迫

就像我曾經說過的，罪不容易講，罪好敏感，但是如果傳福音不講罪、不講十字架，

只講信耶穌好得很，有喜樂，有平安，凡事順利，萬事如意—

沒有人要拒絕，每個人都喜歡，是嗎？

但是，那不是正確的福音，那是錯誤的道理。但是，那不是正確的福音，那是錯誤的道理。

我們絕對不願意像耶穌責備法利賽人那樣的光景，說：

法利賽人有禍了！你們走遍洋海陸地，勾引人入教，卻讓他們成為地獄之子。法利賽人有禍了！你們走遍洋海陸地 勾引人入教 卻讓他們成為地獄之子

求主幫助我們把福音講得清楚、講得全備、講得明白，

好讓我們把福音介紹出去的時候，對方也信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12我們看到保羅他就高舉了十字架，藉著信心，

十字架是神所定規的稱義的方法。

保羅宣告割禮也就是靠行為 在使人稱義的事上是毫無功效的

4

保羅宣告割禮也就是靠行為，在使人稱義的事上是毫無功效的，

主張行割禮的人，他們必定要受審判。



13-15 保羅提醒說不要濫用自由。

1 保羅說你們已經得自由了，基督釋放了我們，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1 保羅說你們已經得自由了，基督釋放了我們，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你有主的自由的生命，你是新造的人，不要再回頭吧！

作了神的兒女，有美好的生命，有天上豐富的產業，

不要像那浪子，不要回頭再去吃豬都不要吃的豆莢吧！

這就是對基督徒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13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

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保羅再次用非常強調的語氣把加拉太信徒跟擾亂他的人分開了。保羅再次用非常強調的語氣把加拉太信徒跟擾亂他的人分開了。

 10 基督徒得自由是藉著基督的救贖

 13 基督徒得自由，信的人得著了自由，

是藉著神的呼召，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

「情慾」的意思就是「肉體」，這個地方他所指的不僅是肉體的情慾，

而是活在罪中的整個人性 隨著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5

而是活在罪中的整個人性，隨著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這是保羅所禁戒、要提醒加拉太信徒的。

馬丁路德曾經講過一段非常寶貴的話：

一個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管轄；他也是眾人之僕，服事所有的人。個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管轄；他也是眾人之僕，服事所有的人。

帶出了我們服事的心態，帶出了信徒的生命。一個基督徒是最自由的，

五1 我們得著自由，不受任何人的挾制、不受任何人的管轄

「他也是眾人之僕，服事所有的人」，

他要不要受管轄呢？要不要受別人的影響呢？

當我們作僕人的時候 我們還有什麼自由可言呢？當我們作僕人的時候，我們還有什麼自由可言呢？

但是弟兄姐妹，這是甘願作僕人

保羅真正活出僕人的生命，作我們的榜樣，保羅是神的僕人，他也作眾人的僕人。保羅真正活出僕人的生命 作我們的榜樣 保羅是神的僕人 他也作眾人的僕人

有的時候我們事奉，我們覺得自己是被主已經稱義了，

我們是有成聖的地位，我們是神的僕人，很好、很寶貴、很尊榮…，
不要忘記—我們怎麼樣在地上顯出基督徒該有的樣式？

那就是效法基督作僕人：我們不單是神的僕人，也是人的僕人，

謙卑、順服、柔和，帶出主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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謙卑、順服、柔和，帶出主自己的生命。

所以保羅說：你不要把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事。

火車在軌道上最自由的、可以自由奔馳到許多的地方，

因為有軌道設在那裡，火車一離開軌道，要出事了！因為有軌道設在那裡，火車 離開軌道，要出事了！

所以信主不是不受約束、不是放縱情慾、不是濫用自由和恩典。

有基督的律法—所謂愛的律法，成為我們行事的軌道，

愛神愛人的軌道，我們行在其上，就有美好的結果。

保羅說用愛心互相服事，「服事」用的字是像奴僕伺候主人般的服事，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 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羅十三8a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

服事是像奴僕服事主人的服事，我怎麼能說我沒有虧欠呢？

我們需要學習從神而來的愛，來愛在我們周遭的弟兄姐妹我們需要學習從神而來的愛 來愛在我們周遭的弟兄姐妹

不管信徒是如何的自由，你發現保羅所強調的是：

他們都不是自己的主人，因為他們的主是基督，

他們的主是救他們的這位主，他們得自由的目的，是要用愛來彼此服事。

我們看重教會生活就是這樣，沒有一個基督徒可以過魯賓遜式的基督徒生活，

他需要有教會生活 這是上帝給教會的 給祂的兒女的非常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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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有教會生活—這是上帝給教會的、給祂的兒女的非常大的祝福！

我們要進入祂的身體，要在教會裡過彼此相愛、彼此接納、彼此相顧的生活。

但是千萬不要彼此相恨，彼此相咬相吞，

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了。「包在」也可以翻譯「成全了」，14 因為全律法都包在 愛人如己」這 句話了。 包在」也可以翻譯 成全了」，

因為全部的律法都在愛人如己這一句話裡面成全了。

一個脫離律法的信徒，在基督裡得著自由，

但他同時也在成全律法；在愛人如己的這句話裡面，來成全全部的律法。

所以你發現，成全律法的方法，對基督徒而言，

他不是努力的去遵行一套外在的法典，而是用一個新的方法，他不是努力的去遵行一套外在的法典，而是用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愛，這個愛是聖靈在信徒裡面發動並且產生的。

我們原來不會愛的，我們也原來不會給的，我們原來不會愛的 我們也原來不會給的

我們不認識神的時候喜歡抓的，越多越好，給我越多越好；

但是當我們信主之後，主要我們學習一個「給的生命、人生」，

所有都是神給我們的，我們把神所給我們的也與別人來分享

我們不會愛，我們喜歡被愛，越多越好，

但是主要我們效法祂 活出愛 關心你旁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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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要我們效法祂—活出愛，關心你旁邊的人，

哪怕拍拍肩膀，一個微笑，一句安慰的話語，都能夠帶給對方心中的溫暖。



15 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彼此消滅 就是毀滅、同歸於盡，也就像保羅思想裡面「彼此消滅」就是毀滅、同歸於盡，也就像保羅思想裡面

可能出現的，就是羅馬競技場上的野獸，自相殘殺而死

 想想看這多可怕！教會生活是彼此攻來攻去、鬥來鬥去，

一點都顯不出合一的見證，

怎麼吸引還不認識神的人願意來明白這個信仰？

耶穌在約十七 大祭司的禱告，反覆提醒的就是「合一」，合而為一，

合一的狀態，就好像父子合一那樣

合一的見證，最明顯的就是在愛的生活中表現出來合 的見證，最明顯的就是在愛的生活中表現出來

羅十四 你有信心，就當在神面前守著。

在神面前守著信心，在人面前守著愛心，

這是基督徒我們該特別彼此勉勵的。

我不需要像法利賽人，站在十字路口上禱告表示敬虔，

把經文繡在身上、繡在衣裳上表示敬虔，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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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經文繡在身上、繡在衣裳上表示敬虔，不需要。

若我有信心，就在神面前守著，我在人面前應當要守住愛心。

19-23情慾跟聖靈有一個表列，

來支持 13 18的主題：肉體跟聖靈的敵對。來支持 13‐18的主題：肉體跟聖靈的敵對。

他要加拉太的信徒明白，自由主義者所強調的：

把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帶來的是非常負面的結果；但是如果透過愛的彼此服事，

順從聖靈而行，就能夠產生極其正面的好的結果、得勝的祕訣。

羅解釋 強調 徒蒙 為要得自由 然後以愛彼此 事 不是放縱情慾16-18保羅解釋、強調，信徒蒙召為要得自由，然後以愛彼此服事，不是放縱情慾。

要達到這個目標，我們靠自己仍然不行的，我們自己的愛一兩天就用完了，

我們需要懇求主，懇求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身上，才能夠活出我們需要懇求主 懇求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身上 才能夠活出

主要我們活的那個樣式。祕訣在哪裡？就是順從聖靈的引導。

17b 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做的。這個「使」是告訴我們：

引出了一個事情的結果—聖靈跟情慾的對立當中，信徒不可能保持中立，

我們一再地強調，沒有中間的信徒。

你不可能腳踏兩條船 你不可能又放縱情慾又順從聖靈 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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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可能腳踏兩條船，你不可能又放縱情慾又順從聖靈，不可能的事！

信徒不可能保持中立，他要不就服事肉體，要不就服事聖靈。

因此，我們這些信主的人，要讓自己被聖靈引導，也就是主動的站在聖靈的一邊，

被聖靈引導的意思就是「順著聖靈而行」，這是一種所謂「被動的主動」。被聖靈引導的意思就是 順著聖靈而行」，這是 種所謂 被動的主動」。

被聖靈引導，聖靈提醒我，我就要主動的選擇站在祂的一邊。

聖靈提醒我了，那我要作出選擇、作出抉擇，上帝給了我自由

這個自由在基督的恩典跟愛當中去發揮、去實行，

我就主動的、我要順從聖靈，站在聖靈的一邊

腓 ~ 就當恐懼戰兢 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腓二12~13 就當恐懼戰兢，作成你們得救的工夫。

得救還可以作成嗎？你要恐懼戰兢地活出你的救恩，

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你們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 為要成就祂的美意

神在我們心裏運行，然後我們恐懼戰兢，活出這個救恩，

有神運行的大能，也有我要去實踐的部分。

西一29 我也為此勞苦，照著祂在我裏面運用的大能盡心竭力。

但他的能力從哪裡來？不是他自己有的，是照著神在他裡面所運行的那個大能。

因此 被聖靈引導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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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聖靈引導就是：

在聖靈的引導之下，主動地順從，這就是基督徒在自由當中得享了恩典。

19‐21有一個表列，一共有十五大項關於情慾的事，

可以給它分成四類：可以給它分成四類：

第一類：性關係方面的罪—姦淫、汙穢、邪蕩；

第二類：偏離正道的罪—拜偶像、行邪術；

第三類：人際關係方面的罪—仇恨、爭競、忌恨、

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

第四類：縱慾無度的罪 醉酒 荒宴第四類：縱慾無度的罪—醉酒、荒宴。

19情慾的事是顯而易見的，就如…，
然後 21醉酒、荒宴「等類」，然後 21醉酒 荒宴 等類」

我們就很清楚看到，其實不止這十五項，在整個的表列目錄當中，

有「就如、等類」，就會發現他舉的不過就是有代表性的。

而且肉體情慾的罪不但是顯而易見，它會帶出可怕的結果—
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行 這樣事 用 個現在分詞 指的不是偶爾行 是習慣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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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樣事，用一個現在分詞，指的不是偶爾行，是習慣的行，

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在前面講到肉體的罪的時候，保羅用的是複數的，「情慾的事」是複數的。

 22~23講到聖靈的果子的時候是單數的， 22 23講到聖靈的果子的時候是單數的，

單數的果子，指的是「一種美好德行」的收成

就好像寶石，每一個面都是非常光燦的，都是非常美的，

但是我們看它的全面的時候，

那真的就發出了非常美麗的光彩，就不是一面的了

靈的 是單數的 但是所呈現的九種表象聖靈的果子是單數的，但是所呈現的九種表象，

卻是非常清楚的把整個聖靈之果非常美麗的呈現：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仁愛 喜樂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實 溫柔 節制

弟兄姐妹，屬靈的美德，在基督裡的品格，都不是我們自己可以跑出來的，

從我們裡面就產生出來了，不，是要靠著主的憐憫和恩典；

被主幫助我們，用祂的恩慈來幫助我們，讓我們慢慢地可以來建造。

果子從青澀到成熟有一段時間的，不可能今天是青的，明天立刻紅透了，

它中間有個過程 所以我們追求聖靈之果這美好的九種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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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中間有個過程，所以我們追求聖靈之果這美好的九種表象，

我們要等待，要忍耐，但是當然要必須不斷地繼續往前行。

這美好的果子—聖靈之果，這個美好的美德沒有律法禁止。

律法通常用禁令的方式出現：「不可 」，不可貪戀，不可殺人，不可偷盜律法通常用禁令的方式出現： 不可…」，不可貪戀，不可殺人，不可偷盜

但是愛的律法它超過了這一些不可禁令的要求，沒有律法禁止

事實上當我們在追求主的生命的時候，我們也正在履行律法的要求，為什麼呢？

因為在聖靈裡的生命並不會違反律法，它會超越。它不是只是說不可，

那我聽話，我不可…，不，我還可以作得更多，我還可以作得更好。

因為聖靈告訴我，我順從聖靈而行，我不需要只追求一樣，我追求愛就好了，不，因為聖靈告訴我，我順從聖靈而行，我不需要只追求一樣，我追求愛就好了，不，

你追求聖靈，追求聖靈九種表象，美麗的全面的呈現就都有了。感謝主！

24~26生命的實踐：凡屬基督耶穌的人，24 26生命的實踐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

已經把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保羅把邪情、私慾跟肉體連在一起用，然後還加上了一個冠詞，

很清楚地表明，所謂邪情私慾就是前面所說的肉體所行的事。

保羅說他已經把肉體和肉體的邪情私慾，凡屬基督的人，

已經同釘在十字架上，讓人覺得非常感恩，也讓我們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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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同釘在十字架上，讓人覺得非常感恩，也讓我們看見

上帝的宏恩大愛，在我們生命當中所作成的這樣的工作，我們感謝主。

謝謝主，藉著你僕人的話提醒我們，謝謝主，藉著你僕人的話提醒我們，

不把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愛彼此服事反倒是用愛彼此服事。

求主賜福今日的教會，

讓你的孩子們都明白這個真理，

活出你寶貴生命的見證，活出你寶貴生命的見證

能夠吸引更多的人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這樣的禱告、交託、仰望，

奉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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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 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