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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顧與行善相顧與行善

加拉太書 五24~六6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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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靠 當靠5: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5:26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6:1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弟 有 所 屬 當 柔 來

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

6: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6:3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6:3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就是自欺了。

6:4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

6:5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6:6 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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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實踐的部分，繼續在五24~26

~ 凡屬基督耶穌的人五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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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也就是信徒歸主的時候，24 雖然已經將肉體和邪情私慾同釘十字架上了—

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那是一個過去主動的語態；但是他們仍然要繼續不斷地順著聖靈而活，

這個繼續不斷地、主動的行動靠的是什麼？就是那唯一一次、被動式的行動：

20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那是被動 我已經與基督同「被 釘在十架上二20a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那是被動—我已經與基督同「被」釘在十架上。

我們主動地把邪情私慾釘在十架上

靠著那美好的、決定性的，被動式的行動—我已經與基督同被釘在十字架上。靠著那美好的、決定性的，被動式的行動 我已經與基督同被釘在十字架上。

信徒、我們，只有靠著「信」與基督來聯合，就是與基督同被釘在十字架上

弟兄姐妹，如果我們只知道耶穌替我們死，而不知道我們已經與主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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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不能夠過一個得勝的基督徒的生活。

什麼叫「基督替死」呢？

基督替我的罪死，祂無罪代替我這有罪的，我在祂裡面得著了恩典，基督替我的罪死，祂無罪代替我這有罪的，我在祂裡面得著了恩典，

以後當我犯罪的時候，主的寶血永遠有功效。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所以我認罪，主就赦免；我犯罪 → 我認罪 → 主赦罪，

這個不叫得勝基督徒，我只知耶穌替死，而不知道我已經與主同死，那很可惜！

當我已經與主同死 主就將祂復活得勝的生命放在我的身上當我已經與主同死，主就將祂復活得勝的生命放在我的身上，

十字架上有主，同時也有我；同時也有我在十字架上，何等的美好！

我與主同被釘在十架上，我就可以過得勝的基督徒的生活。我與主同被釘在十架上 我就可以過得勝的基督徒的生活

信徒不斷地，選擇主動地來順從聖靈而活，

靠著是那個決定性的、那一次被動的行動，

就是我已經與主同被釘在十字架上，當我們與基督聯合

的時候，這個救贖的事實就成為了基礎，

我們就履行了將肉體跟它的邪情私慾置之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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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就履行了將肉體跟它的邪情私慾置之死地，

這個道德性的責任，我們就能夠靠主活出美好的見證。



保羅強調新生命就要有新生活，

這一貫地強調的，他在每一卷書信都是如此的。這 貫地強調的，他在每 卷書信都是如此的。

信仰若不落實在生活中，信仰的意義在哪裡？功效在哪裡？

什麼是新生活？就是依從聖靈而行的，那個就叫作新生活。

25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這節經文在原文裡面是一個交叉排列法：

得生 靠 靈 靠 靈 行事得生 → 靠聖靈，靠聖靈 → 行事，

反覆地被提起來的「靠聖靈」，也就是保羅所強調的。

26回到了 15的主題，26回到了 15的主題，

15你們要謹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滅了。

26不要貪圖虛名，彼此惹氣，互相嫉妒。

用這樣的一個消極的方式來表達：

順從聖靈而行，我們就不會落在這個光景當中。

這 節它又是承上啟下的 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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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節它又是承上啟下的一個作用，

但是跟前面的經文關係更密切一點。

所以我們再強調，弟兄姐妹，讓我們看重教會生活吧，

上帝把我們放在世上，藉著教會的生活來操練我們屬靈的生命，上帝把我們放在世上，藉著教會的生活來操練我們屬靈的生命，

有在教會裡面我們真實地可以學到生命的功課，那就是「彼此的功課」。

求主幫助我們好好的過教會生活，如果還沒有合適你的教會，還沒有教會生活的，

禱告，上帝為你預備一個最合適你的教會，你投入其中。

整個神國度裡面的都是與我們有相同生命的神的兒女，但我們不是宇宙人，

我們 須在 個地方性的教會 也就是要進 個實質的教會生活當中我們必須在一個地方性的教會，也就是要進入一個實質的教會生活當中

我們不能用其他的：看一些屬靈的書籍、自己研經，那都非常的好，

但是教會生活有它實質的功效、有它實質的上帝的祝福：但是教會生活有它實質的功效 有它實質的上帝的祝福

我與人的相處、學習柔和謙卑、學習事奉的真理、明白神的心意

當我們要去聚會了，你心中有沒有喜樂呢？

你有沒有預備好，然後去參加聚會呢？

求主幫助我們，我們可以禱告，求主帶領我們到一個最合適我們的教會裡面去，

我們就可以真實地發現神的心意就在那裡 神的心意就在我們彼此的團契中

6

我們就可以真實地發現神的心意就在那裡，神的心意就在我們彼此的團契中，

這是非常寶貴的，這是幫助我們生命提升的。

新生命的實踐呢，在六1~6 告訴我們彼此相顧，向眾人行善。

所謂的善不只是修橋鋪路、賙濟貧窮，不只是這些慈惠的事，所謂的善不只是修橋鋪路 賙濟貧窮，不只是這些慈惠的事，

弗二10 我們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穌裡面作成的，

為要叫我們行善，就是神所預備要我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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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們，若有人偶然被過犯所勝，你們屬靈的人就當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

又當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誘又當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誘。

偶然被過犯所勝，就是出其不意地被抓住，不是故意的、蓄意的犯罪

雖然不是蓄意、故意的犯罪，但卻不能夠免去當負的責任雖然不是蓄意 故意的犯罪 但卻不能夠免去當負的責任

但保羅說：如果有人在不知不覺當中落入了一個試探，跌倒了、軟弱了，

不是他蓄意的，但是他的確在這樣的光景中，那麼我們該做什麼呢？

屬靈的人就要用溫柔的心把他挽回過來。

「挽回」的意思就是「成全」，

也有「讓它恢復原狀 的意思 可以用來指修補魚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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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讓它恢復原狀」的意思，可以用來指修補魚網

也是醫學的名詞，指接合斷了的骨頭或脫臼的骨節，就是「糾正」

「挽回」放在經文中是什麼樣的意思？讓軟弱的弟兄恢復吧！幫助他回到原樣吧！

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是永遠剛強呢？我們豈不也是常被軟弱所困嗎？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有誰是永遠剛強呢？我們豈不也是常被軟弱所困嗎？

所以保羅說要把他們挽回過來，帖前五14 勉勵灰心的人，扶助軟弱的人。

我們屬靈的光景不會今天在高峰，明天立刻跌到低谷，不會的，太戲劇化了；我們屬靈的光景不會今天在高峰 明天 刻跌到低谷 不會的 太戲劇化了

常常在不知不覺當中，沒有注意它就往下坡、就滑下去了。

但是，千萬不要自以為自己站得住，自以為站得穩的，很快要跌倒，

求主保守我 在每 個時刻都緊緊地 隨求主保守我們在每一個時刻都緊緊地跟隨祂。

但是我們周圍有軟弱的，就像我們也曾經軟弱，

那我要怎麼幫助他呢？那我要怎麼幫助他呢？

約壹三6 凡住在祂裡面的，就不犯罪。

約壹三9 凡從神生的，就不犯罪。

保羅跟約翰是不是有一些矛盾跟衝突呢？不是的。

約翰所指的不犯罪指的是不繼續犯罪、不故意犯罪

凡從神生的 凡住在祂裡面的 就不會繼續犯罪 甘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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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從神生的，凡住在祂裡面的，就不會繼續犯罪、甘心犯罪、

故意犯罪、持續犯罪，不會；心中有神的靈，心中有主的生命



但是當試探來敲門的時候，我開了門，我就落在試探裡面，

我沒有對它說不，我就落在引誘、自己所掘的網羅裡面，我沒有對它說不，我就落在引誘、自己所掘的網羅裡面，

這個時候旁邊需要有人幫他。

我們思想到彼得三次不認主，雖然主回頭看他，我們思想到彼得 次不認主 雖然主回頭看他

他也真的就出去痛哭，但那是何等地傷心啊！

他把愛他的主給否認掉了。

但是在約 十 當主復活的消息 墳墓空 的消息傳報過來的時候但是在約二十，當主復活的消息、墳墓空了的消息傳報過來的時候，

是彼得、約翰兩個一起跑到空墳墓門口的—
為什麼約翰那個時候在彼得旁邊呢？為什麼約翰那個時候在彼得旁邊呢？

彼得可能一個人難受，流淚，主的眼神看著他，他痛哭，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挽回他在一個小使女的面前他都否認主的事實，

那三天他怎麼過的？

約翰竟然出現在彼得的旁邊，他們兩個是一起跑向空墳墓的！

我們思想到約翰 他真是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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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思想到約翰，他真是一個

「把弟兄再次地挽回，恢復原來的樣式」的好同工。

所以保羅說「你們屬靈的人」：順從聖靈的、被聖靈所管制的；

他們就要用溫柔的心，把偶然被過犯所勝的信徒，要把他挽回過來。他們就要用溫柔的心 把偶然被過犯所勝的信徒 要把他挽回過來

他也曾經軟弱過，所以他能夠特別地去體諒這些軟弱的人；

他不會自以為了不起，他會想到自己的光景的時候，

他更能夠用 個溫柔謙卑的心來對待旁邊的人他更能夠用一個溫柔謙卑的心來對待旁邊的人。

但是，當我們做挽回工作的時候，保羅的提醒非常的重要：

你自己小心，免得被引誘，你小心被他拉下去。

我們的愛要有方法，我們的關心要有方法，要有智慧，要有從神來的智慧。

你們屬靈的人，是複數，又當自己小心，那是個單數，

複數到單數 教會集體意識到個 意識 羅都表達得非常 清楚從複數到單數，從教會集體意識到個人意識，保羅都表達得非常的清楚，

因為你關心是你在關心，但是你們屬靈的人那不只一個屬靈人，

所以還是有一批人—教會裡真實的信徒。所以還是有 批人 教會裡真實的信徒

自己小心，當你在做關懷工作的時候，你更要緊緊抓住主，你不要以為

自己多有愛心、多有能力、多有智慧，你看我做得多好，我帶回多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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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有一點點驕傲的心，事情就絕對不會如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地發展，

因為我們給撒但留了空隙

六2 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重擔 指的是一個「無法承受的重壓 ，需要別人來分擔，「重擔」指的是一個「無法承受的重壓」，需要別人來分擔，

互相擔當，也就是表達出責任與關注。有一句話說：

「分擔的重擔，格外地輕；分享的喜樂，加倍地多。」

與別人分享喜樂，更喜樂；分擔別人的重擔，肩頭的擔子就輕省了許多。

保羅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你們如此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基督的律法高過摩西的律法 因為它是愛的律法基督的律法高過摩西的律法，因為它是愛的律法。

羅十三8 凡事都不可虧欠人，惟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欠；因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教會生活的寶貴、可愛、真實，我們都在經歷教會生活的寶貴 可愛 真實，我們都在經歷…

我想到我參加教會的一個小組的情況：小組弟兄姐妹去關心一個家庭，

先生患了腦瘤，小組去關心他的時候，他的病況愈來愈沉重…來

正值壯年，工作也開展得不錯，但是這樣的苦難臨到他們，

藉著這個苦難，上帝也讓他們經歷到有人關心

他們後來都信了主 在教會裡受了洗 關心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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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後來都信了主，在教會裡受了洗，關心了半年，

我們非常非常不捨的，就是這個弟兄還是安息在主的裡面。

一個半夜，他的妻子打電話給小組長：我的丈夫被主接走，沒有做任何的要求。

半夜兩點多，一個傷心的母親帶著幼小的孩子，當車子到了殯儀館的門口，半夜兩點多， 個傷心的母親帶著幼小的孩子，當車子到了殯儀館的門口，

那對小組長夫婦站在那裡等她，陪著她辦完了後面所有的事情。

當我每次想到在一個漆黑的夜裡，小組長夫婦站在殯儀館的門口，

來等候著這樣的家庭，就覺得感動—這就是分擔的一個重擔…

3 人若無有，自己還以為有，那就是自欺了。

講到了 個人屬靈光景的可憐 就是他沒有 他還自以為他有呢講到了一個人屬靈光景的可憐，就是他沒有、他還自以為他有呢，

那就是他自以為了不起了，保羅說這叫「自欺」。

4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不在別人了。4 各人應當察驗自己的行為；這樣 他所誇的就專在自己 不在別人了

保羅不是允許人自誇，而是強調各人的責任，必須、也只能為自己負責

加拉太人對猶太派基督徒那虛有其表的行為在誇口，他們引以為榮的就是在別人

保羅也是有誇口的，但是他誇的是基督藉他所做的事。

羅十五17~18 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裡有可誇的，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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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

也是有誇口，但他指著主藉著他所做的事情。



5 因為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

這個「擔子」跟 2「重擔」是不同的字這個 擔子」跟 2 重擔」是不同的字

在用法上也有不同的涵義

這個地方的擔子，就好像旅行的人

他自己要背負的那個行囊，不能推卸給別人

這邊告訴我們，各人必擔當自己的擔子，而且他用的是未來時態的「擔當」，

表示這個事情你就應該要這樣做 你自己的擔子 你的行囊你自己背；表示這個事情你就應該要這樣做，你自己的擔子、你的行囊你自己背；

也含著有在審判之日，我們必須要向神負責的意思。

6 在道理上受教的，當把一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6 在道理上受教的 當把 切需用的供給施教的人

不單是在物質上的分享

也是受教者與施教者之間有完全的團契

這是非常美好的見證、非常美好的教會的生活。

提前五17 那善於管理教會的長老，當以為配受加倍的敬奉；

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 更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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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勞苦傳道教導人的，更當如此。

因為傳福音的人他有這個權柄—靠福音養生，我們也要多所關注與幫助。

謝謝主，幫助我們更清楚知道，謝謝主 幫助我們更清楚知道

在我們的信徒生活當中，該如何去實踐的。

主啊！保守我們的心，讓我們可以靠你站立得穩，主啊！保守我們的心，讓我們可以靠你站立得穩，

也給我們一個憐憫的心腸，

讓我 意到 些 然被 勝的弟 妹讓我們可以注意到那些偶然被過犯所勝的弟兄姐妹；

給我們智慧與能力，讓我們知道如何地去挽回他們；

也讓我們扛起自己的行囊，

也分擔別人的重擔。

這樣的禱告奉耶穌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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