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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 早期的书信 

信息 2—— 加拉太书 

护卫圣灵的同在 

加拉太书 5-6 
介绍 

加拉太书为基督的两个道理正言。首先是靠着恩典因信得

救。没有人是靠着遵行规条或宗教仪式而得“拯救”的。相

反，靠着耶稣在十架上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才能够称义

（宣称在神里是义人，或得“拯救”）。第二，加拉太书为圣

灵的圣洁正言。圣洁（“洁净”）指的是我们越来越像耶稣的

过程。保罗指出，成圣就是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工作的果

效。我们不能靠律法得救，同样，我们也不能靠单单遵循一

系列规条而成圣。学习如何“与圣灵的大能同行”，我们就能

够战胜肉体（老我的罪）的权势，从而越来越像基督。 

要为福音的恩典正言，必然会为圣灵的大能正言，我们靠圣

灵的能力而成圣。有人曾指控保罗，说他在人们通往罪的道

路上给人发放免费入场券（因为”恩典“的赏赐）。对于这样

的指控，保罗从两方面进行回应。首先，神希望我们从里面

发生改变，但是律法无法带来这样的改变。其次，保罗重申

（5:13），在基督里的兄弟姐妹的确享有自由，但是这个自

由不是让人满足自己罪的本性，而是让人在神的里面彼此相

爱。圣灵就是神自己，当他住在信徒的心里的时候，就好

像”刻在我们心板上的律法。”靠着圣灵，信徒享有从内而外

改变成为基督样式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和圣灵同行，然后

成圣，而不是倚靠律法书去制服我们有罪的性情。律法不能

拯救我们，也不能让我们成圣。耶稣（用他的恩典）拯救我

们，圣灵（用他的大能）让我们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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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圣灵引导的自由正言：5:1-6:18 

 

——在救恩中站立得稳:5：1-12 

在准备开始圣灵引导的自由这个主题之前，保罗最后一次劝

告加拉太信徒，让他们要在神的恩典里站立的稳，从而避免

受到假教师的误导。 

“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

要再被奴仆的轭挟制。 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

就与你们无益了。 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

欠着行全律法的债。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

绝，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

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

效。惟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5:1-6）。 

假教师之前告诉初信的外邦人，要想“完全得救”就必须接受

犹太的割礼，并遵守所有摩西的律法。保罗警告加拉太人，

他们有可能会“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他不是说加

拉太人会“失去救恩”。在圣经中多处提到，一旦“得救“，就

是神的孩子，受了”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

1:13,14）。但是，就算是神的孩子，也会在神的真道上“坠

落”，并且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意义“隔绝”。如果

转而去相信凭摩西律法而得救，那么加拉太人就会从救恩的

原则中坠落（不是从个体的得救上）。正如在信件开头，保

罗提醒他的读者，不要因这些假教师而怀别样的心(5：7-

11)。 

 

——去更好地爱他人的自由:5:13-15 

保罗在这里呼应耶稣的教导，整个旧约可以被总结为：爱人

如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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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全律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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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

只怕要彼此消灭了” (5:13, 15)。 

 

不，从罪里得救不是说可以有犯罪的自由。从罪里得救是说

我们不仅接受了从十字架所来的救恩；我们也邀请基督的灵

住在我们里面，他的灵，就是圣灵，会一直在信徒的心里，

引导他们去更好的爱他人，而不是只为自己。 

——靠圣灵的大能行事:5:16-25 

加拉太书的核心信息是保罗教导人们要过圣灵领导的生活。

在罗马书 6-8 中， 保罗教导说在每个信徒的心里，都会有

肉体（有罪的“老我”）和灵的征战。肉体顺从罪的情欲，而

灵却让我们有基督一样的圣洁的生命。那么重要的是，要有

基督的生命并不是说要用律法来控制肉体的情欲；而应顺着

与那位超越自然，具有内在人格的圣灵而行。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

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

法以下”（5:16-18）。 

保罗例举了情欲的事，并将它们和圣灵所结的果子相对比。 

情欲：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

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

争、异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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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21）。 

圣灵：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5:22,23）。 

要注意圣灵所结的“果子”在这里用的是单数，而非复数。这

表明如果圣灵引导我们的生命，经过一段时间，他会带领我

们逐渐养成这九种品性。重要的不是要我们争取在这九个方

面中的某一方面做的好；相反，重要的是，我们接受圣灵的

影响，他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这九种果实。 



 2019 年 11 月 10 日                                          1197 

最后一段话总结了整个加拉太书的信息：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 （5:25, 3:3）。 

是圣灵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倘若我们按照圣灵的教导行事，

他就可以让我们活出新的生命。 

** 在这篇讲章末尾处请学习靠圣灵行事的章节。我们会在

那里更详细的讲解什么是“靠圣灵行事。” 

——实用的警戒:6:1-10 

保罗的书信经常包含圣经道理（讲解我们在基督里的位

置）。但是他也在一些篇章中解释如何在圣灵的权力、引导

和影响下活出基督的生命。在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保罗介

绍了基督徒生活的几个重要的方面。 

1. 帮助那些陷在罪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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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这个要求的背景是让人们对跌倒的弟兄姊妹要有真诚的爱

心。重建信心的工作需要温柔和谦卑……要知道我们都曾经

陷在罪里。 

2. 彼此担当。 

“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6:2）。“担当”这个词指的是重担。如果有人在生命的某个阶

段承担很重的负担的时候，我们要彼此相互帮助。注意 6:5 中

我们在 Oak Pointe 教会讲了很多要和他人建立真诚的，生命和生

命的“连接”。在你跌倒的时候是谁把你扶起来的？在你软弱的时

候谁为你负责，帮助你重新站起来？另外，谁需要你去给他温柔

的帮助和重建？我们不能独自活出基督的生命。只有在群体当中，

和其他信徒的生命连接。那么，谁是你两点钟可以打电话的朋友

呢？ 



 2019 年 11 月 10 日                                          1198 

说：“因为各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在第五节中的“负担“好似

一个人后面的背包。我们每个人要去接受并完成自己的那份

责任。如果一个朋友要承担工作中的责任，我不需要帮他去作

那份工作。他需要自己背着这个背包！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

个朋友在某中情况下为这负担遭受很大困扰，那么我就需要

和他”担当彼此负担“。耶稣讲过”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路加

福音 10:25-37），那个撒玛利亚人为一个遭遇抢劫和被殴打

的人担当负担。当这个人痊愈了，能够重新背上他的”负担“以

后，他们就分开了。第二节讲述了爱的规则。第五节是关于个

人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在爱的过程中同时遵行这两个原则。 

3. 保持谦卑。 

“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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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当加拉太人陷在律法中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在一个表演的

环境中，在那里，人们的好的、坏的表现都会被排序。保罗建

议这些信徒“低调“，彼此之间要谦卑。骄傲和自满表明我们在

盲目的欺骗自己。神反对骄傲的人。我们要为神在我们身上或

通过我们所成就的事感恩。荣耀归于神……而不是我们自己。 

 

4. 关心施教的人。 

“在道理上受教的，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6:6）。 

在早期的教会中，职位通常是没有报酬的。但是人们要花大量

的时间准备教导，这样初信者才能够在信仰中成长。所以早期

的基督徒要以有形的方式将自己的资源分享给教师。保罗却

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不想让攻击他的人认为他赚取别人钱财。

保罗靠制作和经营帐篷供养自己。他在监牢里不能工作的时

候，保罗也非常感激那些出于爱而资助他信徒（腓利比书

4:1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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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顺着圣灵播种。 

“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甚么，收的也是甚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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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 

保罗又回到了靠圣灵行事的主题……但是他使用“收获和播种

“这样的名词来描述圣灵和肉体的征战。就像在农场种植的

时候，我们收获的就是我们种下的。如果我们种下的是肉

体，那就意味着我们在养育情欲，让它茁壮生长，结果就是

被腐化（或者， 表现出情欲的行为来）。相反，如果我们”

种下的是圣灵“（指的是我们按照圣灵的要求、影响和行动

来行事），那么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结出他永远的生命的果

实。 

6. 要坚持行善。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6:9,10）。

有时我们对于“行善”感到很疲惫，因为我们的付出没有得到

任何回应。但是保罗在这里仍然鼓励我们要坚持行善，哪怕

就算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因为“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会

有收获，而且也不会劳累。” 现在你是否在行善的时候感到

疲惫呢？想想看你有什么办法能够坚持走这条行善的道路，

不管你得到什么样的回应。也许你也可以让人帮你祷告，这

样你就不会因为行善而失了信心。神应许你在最后，他的时

间到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得到奖赏。他决定在什么时候，以

什么方式对你进行奖赏。而决定是否继续按照神的话语行善

则在于你！希伯来书 11 章提醒我们很多人在和神同行的时

候充满信心，坚持行善，即便是他们在有生之年一直没有看

到“地上的果实”。我们其实就是他们在千年以后结出的果实！ 

但是神的应许是信实的，他们将会有一天（我们也会）在天

国得到神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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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话: 6:11-18 

保罗将要进入这封信的结尾部分……但是他对假教师的气愤

仍然溢于言表。他警告说他们的动机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他们

要炫耀有多少人跟随自己，他们不想因为传扬十字架上的基

督而被迫害（保罗曾经遭受迫害）。对于保罗来说，他仅想对

一件事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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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对保罗来说，十架上的基督就是他的全部，无论代价如何，无

论他到哪里，他都要传扬十字架的荣耀。他不在看重世界的掌

声；相反，他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位独一的真神。 
 

补充观点…… 
靠圣灵行事 

圣灵是一个人（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人）。当我们把信仰建

立在耶稣之上，相信救恩，那么圣灵就会住在我们里面。他让

我们重生，给我们“新生命“。从那一刻起，他赐下生命的力量，

让我们的生命的灵不断地成长和转变（成圣）。圣灵的转变也

是圣灵的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在我们”靠圣灵行事

（加拉太书 5:25）“中发生。 

加拉太书 5 章和罗马书 6-8 章都很明确的说到圣灵转变的过

程中会遭遇灵与肉体的征战。肉体（我们的有罪的老我）总会

在我们的生命里制造不义。 而圣灵则会一直让我们结出正义

的果子。要获得这场征战的胜利，不是靠着用律法驯服肉体，

而是靠着圣灵行事。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 5 章和罗马书 6-8

章中的强调论点。靠圣灵的大能行事是唯能够“将肉体治死“的

办法，这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罗马书 8:13）。问题是：我们

如何”靠圣灵行事？“ 

1. 顺服 

第一个方法就是顺服于圣灵。如果圣灵真的掌管我们的生命，

他就会自然的结出他的果实（加拉太书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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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5:18 节描述，这种顺服就是我们一直邀请圣灵来

掌管、引导、和控制我们的生命。“肉体“一直想要控制我们

的生命，它要和我们心里的圣灵”征战“。顺服就是让性情顺

着圣灵的引导。通过简单的祷告来顺服内心。我们先要承认

自己的罪（就是圣灵提醒我们在受肉体情欲控制的行为），

这些罪让圣灵为我们“担忧”（以弗所书 4:30——或阻拦圣灵

在我们里面施行能力）。我们认了罪，还要凭着信心相信神

赦免我们。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 1:9）。然

后，我们就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我们可以这样祷告： 

圣灵，感谢你在我的里面。感谢你让我有基督的新生命。我

请你掌管我们的生命，赐我力量，保护我，引导我，按你的

目的来使用我。让我跟随你。阿门。 

祷告之后，我们要凭着信心相信圣灵会坐在我们心中的宝座

上。他会自由的运行在我们心中，只要我们按照圣灵行事，

他就会在我们心里结出果子。如果我们每天都愿意去思考我

们的想法，感受，行动和反应，圣灵就会在我们心中做工。 

注意：顺服圣灵就像打开管道让水流动一样。圣灵会让我们

意识到“肉体的情欲“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像”堵塞的管道

“）。我们要”留意“圣灵向我们所展示的。我们需要寻求他的

智慧，让我们能够看到更隐蔽的想法和做法（就像大卫祈求

神，让神看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诗篇 139:23,24）。我

们需要向圣灵承认这些私欲。如果我们能够学习进行这样的

自我省察，那么“堵住的管道”就会被打开，“圣灵的果子”也

会在我们里面生长。 

2.聆听 

第二个要按照圣灵行事的要点是一直聆听来自圣灵的声音。

圣灵的“声音”有不同的形式。 

——神的话：最主要的形式就是要花时间听圣灵所启示的神

的话语。在以弗所书 5:18 中（“被圣灵充满”的命令）和歌罗

西书 3:16 中（”让基督丰丰富富的道理存在心里“的命令）是

平行的章节。如果把这些章节一起来学习，就会让我们从中看

出要跟随圣灵的意义：圣灵充满的生命和基督道理充满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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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是并道而行的。神的灵创造了神的道理。那么同样，圣灵也

会用他的道理来转变我们。神的灵用神的道理来转变神的孩

子。我们聆听神的道理，就是在聆听圣灵的声音。所以我们要

定睛在神的道理上，这是我们学习按着圣灵行事的一个重要

部分。 

——信徒的话：神的声音有时也会通过其他信徒传递给我们。

神让我们要彼此劝勉，教导，鼓励，安慰，代祷，用诗篇，赞

美诗和灵歌等来彼此交通。如此一来，我们就经常会“听到“圣

灵通过其他信徒来”对我们说话“。比如，圣灵给某些信徒教导

的恩赐。当我们聚会聆听他们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是聆听圣

灵通过他们所说的道理。同样，圣灵给了其他信徒劝勉的恩

赐。如果他们来我们中间劝勉我们（挑战和鼓励我们），我们

要能够通过他们”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圣灵还赐给信徒祷告

的恩赐，当他们为你或者和你一起祷告的时候，你就能够”听

到“圣灵通过他们在祷告。所以，仔细聆听圣灵借其他信徒的

嘴所说的话，这也是按照圣灵行事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感情的声音：我们的神是有感情的。比如，在旧约中

神向人们表现感情，当人们不愿和他建立关系的时候，神就会

很悲伤；但是在他和摩西或者哈该说话的时候，他的感情也流

露出来。 

耶稣在福音中表现出不同的情感来：忧虑，愤怒，羞耻，难过，

痛苦，吃惊，希望，信念，爱，喜乐和平安。圣灵也会叹息（以

弗所书 4:30），还会和我们一同悲伤（罗马书 8:26）, 圣灵还

会嫉妒（雅各书 4:5）。既然圣灵是神，那么神也会通过圣灵

在我们里面流露各种感情。在罗马书 8 章中说：“圣灵与我们

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 8:16）。圣灵的感情有时

会和我们的情绪神秘的同时出现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不断地

实践自我省察。我们不能无视自己的情绪；相反我们要拷问自

己的情绪。好的结果是，我们能够感受到圣灵同在的喜乐和平

安，或者来自圣灵的安慰、鼓励和感激。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些

正面的情绪（“安抚“），那么我们就停下来对圣灵说”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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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正面情绪是神告诉我们，什么可以喜悦我们的灵魂，让我

们感到生命充盈。 

负面的情绪（“孤独无助“）也同样重要。通常当你有剧烈的

情绪反应的时候，圣灵会向你展现隐藏的情感。如果你对某

件事有”五美元的反应“，也许什么情况都不会发生。但是如

果你有”500 美元的反应“那么可能圣灵正在向你展现你所结

的果实的”根基“。如果你感到生气，先停下来，问一下：圣

灵，为什么我这会儿生气呢？在我的气愤下面，那个温柔的

感情是什么？如果你感到恐惧或者焦虑，可以问：圣灵，我

所相信的最深的不安全感和谎言是什么？让我如此恐慌？ 

负面情绪就像是汽车行驶面板上亮起的红灯。表示在我们里

面正在发生的事。负面情绪通常会指向一个方向。生气：圣

灵也许会让我们对非正义事件气愤填膺。但是如果是因为诸

如排队时间过久而产生的没有道理的愤怒，圣灵也会控诉我

们。恐惧：圣灵也许会让我们身处危险的时候产生有益的恐

惧，但如果恐惧是出于自己对时局不能控制，圣灵也会控诉

这样不健康的恐惧。总之，神的灵借我们的各样的情绪，积

极的或消极的，来提醒我们。学会照圣灵行事就是当情绪产

生了，我们要学习关注，并鉴查情绪的类别。 

3. 行事 

最后，在新约中关于圣灵的叙述提醒我们，我们要按照圣灵

让我们去行的方式行事。顺服和聆听都是必要的前提；但是

完成了顺服和聆听他的声音之后，我们就要按照圣灵的要求

去行事（紧跟圣灵的带领）。如果圣灵让我们迈出信心的一

步，我们就要行出这样的信心，向这个方向前行。如果圣灵

让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停下来，我们就不要去做。如果圣灵允

许愤怒情绪溢于言表，我们要分辨出愤怒的原因，并跟随圣

灵的带领去处理愤怒和愤怒的源头。倘若神的灵利用神的话

语和道理让我们对什么事情特别关注，我们就要成为神话语

的“行道者，而不仅仅是听道，自己欺哄自己“（雅各书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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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服>聆听>行事 根据圣灵行事不能简化为一个公式。我们

要学习如何与住在我们心里的神共舞。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他的计划，我们要学习如何和他的计划保持“步调一致“。

我们把圣灵比作疏通管道里的水流。我们还可以把圣灵的做

工比作风力发电机。你也许见过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星罗棋布

的上百台风力发电机吧。这些风电设备不能靠自己产生电

力。他们只能够利用风能，让风流动的力量驱使它们。这些

风力发电机的奥秘在于”追上风“，这样它们的叶片就会转动

起来。所以这些风力发电机的设计原理就是能够自动的调整

方向，利用风能。当我们”按照圣灵行事“的时候，我们就是

让我们的生命去追上圣灵的风，这样他的大能就能够在我们

里面结出他的果子来。 

耶稣向他的门徒还用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说：我是葡萄树，你

们是葡萄枝。如果葡萄枝不接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所以

除非你们和我连接，否则就不能结果子。如果和我连接，就可以

结果子。这样你们就可以荣耀我的父，也是我的真门徒了。但是，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甚么。（参考约翰福音 15:1-11） 

 

问题讨论 

1. 对于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的圣灵，你是否有更多的了

解？ 

2. 藉着神的道理、团契或者你的情感，你是否听到过圣灵

的声音？ 

3. 在你生命中的某个重要时刻，是否曾感觉到自己是根据

圣灵在行事？能否分享这个经历？ 

4. 在你的里面，有什么影响了圣灵运行、需要他挪去的阻

碍？ 

5. 通过学习加拉太书，你如何更好的了解自由和恩典在你

生命中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