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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自己从这个世界上分离出来归于
神。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让圣灵掌管我们的生
命，并让他在我们里面生发出基督的特性。

4 你的答案。我会说其秘诀就是被圣灵所充满，并让

圣灵掌管我的生命。然后，我就会希望去做讨神喜
悦的事情。

11 你的答案。这个例子向我表明：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都需要圣灵的大能，我必须使我的心专注于神的

话语，才能与敌人争战。
5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伏（第 8 节）。

12 因为领袖们是他人的榜样，除非他们自己有节制，
否则，他们就不能教导他人节制。

6 a）神。
13 你的答案。请记住，圣灵永远都不会强迫你接受他

的掌管——你必须降服于他的掌管，这样，他才能在
你里面结出节制的果子。

第十课

结 果子——没有律法

禁止这 样 的事

在本课程的开头，我们讲述了耶稣关于栽培的人、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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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中，父神是栽培的人，耶
稣是葡萄树，我们常在他里面的便是枝子。只要枝子长在
葡萄树上，他就从葡萄树里吸取生命的养分。枝子必须吸
取这样的生命养分 ,才能长大和结出果子。如果有需要的

话，栽培的人会修剪枝子，以便它结出更多的果子。枝子
若不常在葡萄树上，就会被剪除烧掉。

神对你我的计划是，使我们成为结果子的基督徒。换
句话说就是，他希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显现出基督的

特性，正如枝子显现出它生长在其上的葡萄树的特性一
样。他通过赐给我们圣灵来使这成为可能，圣灵住在我们
里面，并在我们里面生发出加拉太书 5：22-23 中称之为
圣灵果子的特性。

在这最后一课里，我们将回顾圣灵九个方面的果子，
探讨旧约律法、基督徒的自由和圣灵的果子之间的关系。
有律法禁止很多事，但是，没有律法禁止结果子，或者说，
没有律法禁止变得满有基督的样式。愿圣灵在你的生命里

动工，这样，你的生命就会象一根健壮的枝子，结出丰盛
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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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大纲

律法与基督徒的自由
圣灵果子的回顾

课文目的

当你完成了本课的学习之后，你应当能够：

l 说明一个人的生命里必须发生什么，才能经历脱离律
法和罪的捆绑。

l 描述拥有基督徒的自由意味着什么。
l 概述圣灵果子九个方面的基本特性。

l 决心依靠圣灵而生活，从而在你里面丰盛地生出基督
的特性。



结果子——没有律法禁止这样的事 315

学习要领

1. 阅读加拉太书的全部六章经文，作为学习本课的背景
知识。

2. 按照往常的学习方法学习课文进程。阅读所指出的全
部经节，回答所有的习题。对于本课程基本原理的个

人应用，是本课所强调的重点。
3. 作自我测试，并检查你的答案。
4. 复习第 7 至第 10 课，然后回答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

试题 3 中的题目。请按照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卷上

的说明来完成试题。

关键词

救赎
赎罪
奴役

后果

培育
释罪
教条主义

放任

道德品德
进步的
无节制

屈服

课文进程

律法与基督徒的自由

脱离捆绑

目的 1、指出那些表达了脱离捆绑之含义的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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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书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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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经停止过思考我们为什么有律法吗？如果没有
律法，你们的社会将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没有律法，每一
个人都会随心所欲地行事。只要一个人的选择不与他人的
选择发生冲突，这或许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每一个公

民都会使他自己的行为永远不会导致任何冲突吗？如果
一个人决定沿着道路的左边驾车，而另一个人则决定沿着
道路的右边驾车会更好，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在同一
条道路上相向行驶，很快就会导致冲突，是不是？然后，

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各种后果。
我们有律法禁止撒谎、偷盗、谋杀、违反交通规则、

滥用他人的权利和其他很多我们可以在社会上看到的错
误或恶行。但是，没有律法禁止圣灵的果子！这是真正地

脱离捆绑的关键。
使徒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是因为在这个教会里有

一些假教导。有些人教导说，在一个人接受了救恩之后，
他仍然必须遵守旧约律法中的所有条例和规则。保罗要纠

正这样的教导。他希望加拉太人知道，他们的救恩是建立
在对耶稣基督救赎之工的信心之上的，救恩是因为神的恩
典而白白得到的礼物。他们不可能通过工作来得到救恩，
因而，他们也不必为了保留它而做某些工作。

旧约律法不能阻止人们做错事，但是，它确实让人们
知道什么是错的。遵守或不遵守律法的决定，是每一个接
受了律法的人的责任。如果某个人选择不遵守律法，那么，
他将面对某些后果。

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中关于以色列国的故事，你会知
道神的选民曾经多次没有遵守律法，他们因为他们的不顺
服而遭受了苦难。神知道，人们凭着他们自身的努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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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做到完全遵守律法。这就是神为什么为他们提供了赎
罪祭的原因所在。但是，当耶稣一次性地把他自己献上作
为我们的赎罪祭时，他便成全了律法。旧约律法是过去的
立约；基督的献上为我们在神与人之间制订了新的立约。

这新的立约借着通过相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神的恩典，提
供了对罪的赦免。它是白白地得到的礼物。因此，人们不
再受旧约的束缚。通过耶稣基督，我们脱离了律法。（参
阅耶利米书 31：31-34）。

这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因为人们脱离了律法，
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吗？当然不是！它指的是，基
督的灵如今住在他们里面，他们新的属灵本性在掌权。这
一新本性不关心满足邪恶或自私欲望的事，它所关注的是

讨神的喜悦。这一新本性让信徒能够顺服神，过一种讨神
喜悦的生活。

如果你阅读加拉太书中的全部六章经文，你将会看
到，保罗在整篇书信中所强调的是，我们因为对耶稣基督

的信心而在神面前得以释罪，而不是出于律法的功效。住
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源泉。

布鲁斯（F.F.Bruce）说， “脱离律法并不是要消除道
德行为上的责任。但是，从今以后，道德行为上的责任不

是通过律法的命令来培育（促进，激励）的，而是通过自
由的圣灵的运行来培育的……圣灵的自由对于法律束缚
和 无 节 制 的 放 纵 来 说 ， 都是 一 样 的 解 毒 剂 ”（ 1982，
pp.239-240）。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指的是什么：

1. 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得救的人，不再受旧约
律法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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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得救的时候，圣灵住在信徒的里面，信徒领受
了一个新的属灵本性。

3. 只要他降服于圣灵对他的生命的掌管，信徒便过
上了一种得胜的基督徒生活。

4. 信徒的行为是由他降服圣灵掌管的程度来决定
的。他不再受律法的束缚，他也不再受他的旧本
性和他旧本性的欲望的捆绑。

现在，让我们用下面的图示来说明这一概念：

习题 1、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原则是什么？
……………………………………………………………………

习题 2、对于律法束缚和有罪欲望之捆绑的问题，其解决

办法是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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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3、下面哪些短句，表达了脱离律法束缚和罪的捆绑
的真正含义？
a) 在圣灵里的生命。
b) 随心所欲地行事的自由。

c) 消除了道德行为上的责任。
d) 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得到的救恩。
e) 满足个人的欲望。
f)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运行。

g) 完全遵守律法。
h) 显现出圣灵的果子。

自由之律法

目的 2、 阐述自由法则的两个方面，并说明什么使这两
个方面成为可能。

加拉太书第 5 章总结了保罗对于律法和自由这一主
题的教导。在第一节经文中，保罗再次告诫加拉太人不要
被律法所束缚。他把遵守礼仪和律法规定比作辖制人的
轭。如果一个人回过头来守律法，那么，他就有责任遵守

整个的旧约律法。如果一个人违背了律法的某一部分，那
么，其后果与违背了整个律法是一样的。但是，基督徒们
凭着在基督里的信心，是在新约之下，因此，我们不必遵
守与律法时期相关的任何礼仪和特别日子。借着基督的宝

血，新约成了自由、公义和生命的约。福音在加拉太书 6：
2 中被称为 “基督的律法 ”，而实际上它是事奉神和不犯罪
的一条自由律法。因为与我们属灵上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
是公义生活的责任——而我们只有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

圣灵的大能，才能过上公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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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的基督徒们试图同时既迎合律法，又讨基督的
喜悦。这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中所阐述的问题。在另一封
给罗马教会的书信中，保罗阐述了这一相同的主题： “我
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

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
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
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
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

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 ”（罗
马书 7：4-6）。

因此，保罗一步一步地教导加拉太人要关注在圣灵里
的生命。首先，他提到了那按着圣灵而生的基本真理（4：

29）；接着，他讲述了当顺着圣灵而行（5：16）；最后，
他劝诫加拉太人当靠圣灵行事（5：25）。

加拉太书的高潮，出现在保罗把肉体上的生命（加拉
太书 5：19-21）与在圣灵里的生命相对照的时候。找出

你在第一课中所作的两份列表，再次把它们作比较。保罗
的教导并不是说，我们里面存在一种持续的争战，而这种
争战使得我们毫无指望过公义的生活。他只是描述了教条
主义生活和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达到完美的各种后果。

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些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
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如今，他们的生命有了
圣灵的带领：他们从圣灵而生，他们顺着圣灵而行，他们
靠着圣灵行事。这就是自由之律法。

习题 4、 “自由之律法 ”指的是，借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有
自由…………….和有自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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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题 5、说明使 “自由之律法 ”成为可能的过程。
……………………………………………………………………
……………………………………………………………………

圣 灵 果子的回顾

目的 3、 对你生命中圣灵果子的各种证据和你在自己的
基督徒成长中所缺乏的东西，作一次自我评价。

不断成长

默里尔 ·C. 特雷（Merril l C.Tenney）在评论加拉太
书的时候说， “显然，这一书信的目的不是要预备加拉太

人通过某种考试，而是要预备他们过上一种生活 ”（1979，
p.208）。同样，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形容这一关于圣灵果子
的课程。本课程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在你里面生出一种对
圣灵果子的渴望，渴望在你的生命中结出丰盛的圣灵果

子。请记住，圣灵的果子是耶稣基督在信徒里面的生命和
本性的不断成长。

我 们 的 目 标 是 要 变 得 象 耶 稣 。 C.S. 路 易 斯
（C.S.Lewis）说，“我们的榜样是耶稣，不仅仅在骷髅山

上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而且在工场里、在道路上、在众人
面前、在大声疾呼和明确反对方面、在完全没有和平和个
人自由的情况下、在面对搅扰上，耶稣都是我们的榜样。
因为这 *****.是神的 生命在人 的环境 中运行 ”（ 1976，

P.11）。
有时候，在祭坛前跪下和下决心跟随耶稣，比把你的

决心付诸实践要容易得多。当你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在你
的身上看见耶稣的性格吗？在道路上，在众人当中，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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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身上看见耶稣的性格吗？当有人向你提出不合理要
求的时候，当人们反对你的时候，当各种试探突然降临到
你身上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显现出基督的性格？在困惑和
面对各种搅扰当中，你是否能够体现出满有基督样式的生

命？请你永远都不要忘记，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有一位大
能的帮助者与我们在一起。在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他将帮助我们象耶稣那样生活，在我们里面也将会显现出
耶稣的荣美。

基本主题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圣灵果子的九个方面，再次思
考一下本课程的基本主题。

1. 仁爱。圣灵果子的第一个方面是 “agape”之爱，就
是一种无私的、深沉的、永恒的爱，神的爱和耶稣在十字

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就是这种爱的最好体现。它就是哥
林多前书第 13 章中描述为忍耐、恩慈和无私的爱。这种
爱是不忌妒、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轻易发
怒。这种爱喜欢真理。这种爱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

你知道我们对圣灵果子其他方面的定义，有很多是同样适
用于仁爱的吗？仁爱是基督的特性，而且，其他特性都是
从这一特性中生发出来的。

2. 喜乐。这一特性是神的恩典，它生发出一种源于

圣灵里的生命的欢快态度、平静安乐、和无比的喜悦。它
是信靠神的结果，是不受生活环境所影响的。这种喜乐来
自于救恩，来自于对神为着我们的大能作为的认识，来自
于每天与神同行，以及通过圣经和祷告与他相交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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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对于基督徒来说，受苦与喜乐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面对各种困难的时候，主的喜乐给了我们力量。

3. 和平。圣灵所赐给的和平包括平静、安宁、协调、
和谐、安全、可靠、保障和庇护。它是一种属灵上幸福的

感觉，是一种认识到我们与神和好的感觉，它也是我们可
以信靠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确据。我们在得救的时候经
历了神的平安。神的平安是一种内在的平安，它取代了生
气、内疚和忧虑。圣经劝诫我们要尽力与每一个人和平相

处，劝诫我们要追求和平，坚持和平。与人们和平相处，
可能还需要我们成为调解人。

4. 忍耐。圣灵果子的这一方面讲的是要能长期受苦，
有温和的性情，有节制。忍耐就是坚持不懈或容忍，不屈

服于艰难的环境，或不要在持续不断的试探下一败涂地。
它是出埃及记 34：6 中所描述的神的属性的体现——他有
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信实，他为我们存留慈爱，
他赦免罪孽。所有这些，都是对有忍耐的人的描述。

5. 恩慈。有恩慈的人有着一种和善的性情，包括温
柔、怜悯和甜美，这些都是内在圣洁的流露。他有行善的
愿望。恩慈与良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良善是恩慈这一
内在品质的外在体现。

6. 良善。这一特性是恩慈的实践或体现——行善。
这包括服事或教牧他人和慷慨大方。良善既可以是和蔼
的，也可以是强烈的，甚至于包括为着悔改和饶恕之目的
的谴责和管教。

7. 信实。这是有信心的人的一种品德，这一品德与
可靠、圣洁、真实、忠诚、正直和虔诚有关。信实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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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相信耶稣拯救我们，和我们完全降服他作为我们生
命的主和救主的基础之上的。信实的人是可靠的——可以
期望他做所当做的事和信守他的诺言。他在管家的职责上
是信实的——可以交托他按照神的旨意来做神的工作。他

知道他的时间、他的才干和他的财物都是属于主的，他在
管理这些东西时，是值得信赖的。

8. 温柔。关于温柔的三个主要观点是，1）顺服神的
旨意；2）可教；3）体贴人。温柔包括控制脾气——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生气和什么时候不该生气。把基督比作神的
羔羊、把圣灵比作鸽子、把信徒比作羊的这些比喻，充分
说明了基督徒生命中的温柔，所体现出来的特性的重要
性。

9. 节制。圣灵果子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节制，或者说
是控制自己。运动员们要赢得比赛就必须经过严格训练的
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节制包括控制情欲和在日常
生活习惯上的适度，以防止过分放纵。基督徒被劝诫要过

一种平衡的生活，而不要放纵无度。关于节制的几个具体
方面是制服你的舌头、控制性欲、控制好时间的使用，制
服你的心，在饮食之类的事情上保持适度。只有借着我们
生命里面的新本性，才能做到节制，因为这一新本性，使

我们的生命降服于圣灵的掌管。节制对于过圣洁的生活至
关重要。实际上，节制就是圣灵的掌管，或者说，是自愿
把我们自己降服于圣灵的掌管之下。

习题 6、把下面所列出的圣灵果子（右）配上与之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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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描述（左）。
....a 恩慈的实践或体现，包括服事他人和

慷慨大方。
....b 包括顺服、可教和体贴人。

....c 一种建立在相信神的基础之上，而不
是建立在环境的基础上的极其高兴
的态度。

....d 包括严格的训练、克制、温和、平衡。

....e 宁静、协调、和谐、安全。

....f 由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

....g 温柔、怜悯和甜美的内在品质。

....h 可靠、诚实、正直、好管家。

....i 坚持不懈、能够长期受苦的品质和脾
气温和。

1) 仁爱。
2) 喜乐。
3) 和平。

4) 忍耐。
5) 恩慈。
6) 良善。
7) 信实。

8) 温柔。
9) 节制。

习题 7、在你的笔记本上练习书写加拉太书 5：22-23，
直到你能够默写为止。然后，向某个人大声引述这段经文。

习题 8、在你的笔记本上抄写下面这些标题，并花时间对
你生命中圣灵之果子的证据，作一番仔细的自我评价。想
一想可以把你在本课中所学到的东西，付诸实践的各种方
式。思考一下，对于你在你生命中显现出圣灵的果子方面

可能会缺乏的东西。

圣灵的果子
特性

对特性的简
单描述

该 特 性 在 我
里面的证据

对 于 我 的 成
长 所 需 要 的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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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完成了上述表格之后，让你自己恳切地祷告，圣
灵会更加丰盛地在你里面生出基督的这些特性。请记住，

当你在恩典中成长，和顺服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的带领的时
候，圣灵的果子就是在你里面一天一天地逐渐成长的基督
样式。你可能会失败很多次，但是，当你坚持让圣灵掌管
你的生命的时候，他将帮助你成长为结出丰盛果子的枝

子。
让我们用使徒保罗的这一提醒来结束本课的学习：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

（加拉太书 5：16，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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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测试

是非题：如果句子是正确的，在其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T；

如果句子是错误的，则在其前面的空白处写上 F。

.... 1 在阐述属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指的是一个果子具
有九个方面。

.... 2 “圣灵的果子 ”与 “基督的特性 ”这两个词语，指的是

同一个概念。

.... 3 基督徒的自由指的是基督徒可以不理会神的诫命，
而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行事。

.... 4 救恩是借着对基督的信心而得到的，是通过行善事

来保持的。

.... 5 旧约律法的目的在于使人们不可能讨神的喜悦。

.... 6 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指导原则，是圣灵住在我们里
面。

.... 7 圣灵的自由既为律法的束缚，也为有罪之欲望的捆
绑提供了解决办法。

.... 8 新约是事奉神和不犯罪的自由律法。

.... 9 基督徒仍然需要遵守旧约律法中的某些礼仪。

....10 一个人只要把他的生命顺服于圣灵的掌管，他便证
明了他事奉神是出于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律
法。

....11 圣灵的果子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和本性，在信徒里面

的不断成长。

....12 每一个信徒在得救的时候，都完全地结出了圣灵的
果子，因为圣灵住在了他的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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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完成第 3 单元的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
题，并把你的答卷交回给你的 ICI 指导老师。

习题答案

5 按着圣灵而生，顺着圣灵而行，靠着圣灵行事。

1 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6 a  6）良善。

b  8）温柔。
c  2）喜乐。

d  9）节制。
e  3）和平。
f   1）仁爱。
g  5）恩慈。

h  7）信实。
i  4）忍耐。

2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自由。
7 你的答案。

3 a) 在圣灵里的生命。
d) 因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而得到的救恩。
f) 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运行。
h) 显现出圣灵的果子。

8 你的答案。
4 事奉神，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