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結聖靈果子

加拉太書 5:16-26



認識聖靈 (III) ─
聖靈的能力：見證福音與成為聖潔

•保惠師的同在/ 為罪為義為審判的責備
/ 真理聖靈的教導與帶領

• 生活習慣

• 言語(向聖靈求智慧/你的故事/明白真理)

• 行為(生命見證/成為聖潔)

• 羅8:26-27「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只是聖靈親自…、替我們禱告。…」

• 羅15:4-5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
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效法基督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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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願意作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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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古卷在此有兇殺二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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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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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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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加

加拉太書(因信稱義/不是依靠行律法)

•因信得著聖靈/因信基督得以自由/

不可將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

•加 3:2-3 「我只要問你們這一件、
你們受了聖靈、是因行律法呢、
是因聽信福音呢。你們既靠聖靈入門、
如今還靠肉身成全麼．你們是這樣的無知麼。」



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walk

by the Spir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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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作所
願意作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led by the 
Spirit)、就不在律法以下。

• 新的生活習慣(操練):同行…跟隨引
導 [WWJD…與Neal同行的挑戰]

• 求問聖靈：你願意每事問？每日問？

• 聆聽聖靈：聖經/講道/肢體交通/

屬靈書/禱告感動…

• 是每日的爭戰/選擇:情慾VS聖靈

[封塵/輔導]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

(加5:16-26)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加5:16-26)

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walk

by the Spir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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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
能作所願意作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led by the 
Spirit)、就不在律法以下。

• 因信基督得以自由(Freedom 
from law)…Not freedom “to” sin 
but freedom “from” sin

[Swear Jar]

• 不是要在今日成為完美，而是選
擇你站在那一邊？聖靈？情慾？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 (sexual sin: 姦淫、污穢、邪蕩、)
20 (Replacing God/self-benefit driven: 拜偶像、邪術、)

(Social sin: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21嫉妒、)

(lifestyle:〔有古卷在此有兇殺二字〕醉酒、荒宴等類、)

弗5:18「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蕩、乃要被聖靈充滿。」

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busy oneself with)

這樣事(NIV: live like this)的人、

必不能承受 神的國。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22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ἀγάπη/神的愛)

• LOVE

「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愛裡．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愛裡。」約15:10



•

22 聖靈所結的果子、…

喜樂、和平(超越環境)、

• JOY/PEACE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
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
樂．」雅 1:2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
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
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
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16:33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

22 聖靈所結的果子、…

忍耐(愛的回應/不是軟弱啞忍/

捨己)

• PATIENCE/FORBEARANCE

「我為主被囚的勸你們、
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
蒙召的恩相稱．凡事謙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
容、」弗4:1-2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

22 聖靈所結的果子、..

恩慈、良善(不只因對方良善/

配合神的公義與正直/not just 
being good but doing good)

• KINDNESS/GOODNESS

「還是你藐視他豐富的恩慈、
寬容、忍耐、不曉得他的恩慈
是領你悔改呢．」羅2:4

「…為你們禱告、…又用大能
成就你們一切所羨慕的良善

、…」帖後1:11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22 聖靈所結的果子、

信實、溫柔、節制 (主耶穌
的模樣)

• FAITHFULNESS/GENTLENE
SS/SELF-CONTROL

「…他在會堂裡教訓人．眾人聽
見、就甚希奇、說、…所賜給他
的是甚麼智慧…」可6:2
「他被欺壓、在受苦的時候卻不
開口．〔或作他受欺壓卻自卑不
開口〕他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
也是這樣不開口。」賽53:7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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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律法的功用與結聖靈果子
(生命質素)無關

• 肉體、連肉體的邪情私慾
不是消失，而是不再能掌
權轄管我們



認識聖靈 (IV) ─ 
成為聖潔：靠聖靈行事，結聖靈果子

(加5:16-26)

25 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live by the Spirit)、

就當靠聖靈行事(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
26 不要貪圖虛名(boastful/conceited)、彼此惹氣、
互相嫉妒。

• Walk by…led by…live by…keep in step with

• 強調「持續性」及「不可缺性」

• 人與人相處：面對「自我」的不斷升級

(self-centered/provoking/vindictive non-satisfaction)



聖餐(餅)
(太27:45-46,50)

45 從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
暗了。46 約在申初、耶穌大聲
喊著說、以利、以利、拉馬
撒巴各大尼．就是說、我的
神、我的 神、為甚麼離棄
我。… 50耶穌又大聲喊叫、
氣就斷了。



聖餐(杯)
(約19:33-35)

33只是來到耶穌那裡、見他
已經死了、就不打斷他的腿。
34 惟有一個兵拿槍扎他的肋
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35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
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
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

叫你們也可以信。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1. Thousand Oaks小組(第二周六) 將在7/11於晚上7-9時在

網上以 Zoom 進行。

我們會重溫主日講道的經文(加拉太書 5:16-26)，並討論

上月於小組提出的問題及為經文而設的思考題(已上載於粵

語堂網頁)，同時邀請大家若有與「聖靈」有關的問題，歡

迎預備及提問，讓我們一同學習與成長。

讓我們在這常常留在家中的日子裡，在網上重聚互相提醒

扶持，討論應用神的教導，並且彼此分享代求，誠意邀請

大家包括其他小組一同參與。

Nelson會將 "meeting ID" 和 "password"以電郵傳送給大

家。若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與鍾傳道或Nelson聯絡。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2. 主日學(查經班)會在9:45開始(每周主日早上 9:45-

11:00)，我們會使用Zoom作為平台。

下週主日(7/12)我們會查考申命記第十七章，在各項

的挑戰中，讓我們在神的話語得著力量及提醒去面對，

誠意邀請大家一同參與。

Nelson會將 “meeting ID” 和 “password”以電郵

傳送給大家。若有任何疑問或查詢，歡迎與鍾傳道

或Nelson聯絡。

而主日學(福音班)會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3. 主日七月十二日，教堂會開放给所有英文堂執委會成員

和家屬參與英文堂崇拜。在測試性聚會期間，只開放

會主堂，其餘場所仍然保持關閉。

更多的詳情可參閱「牧民團隊致各會眾的信息」，

已上載於CM網頁內「教堂重新開放計劃」中。

4. 千橡兄弟會組(每月第二個週二，下午7:30)已重新在網

上開始。他們會使用Skype作為平台。若有興趣參與或有

任何疑問查詢，請聯絡Nelson, Leo 或 Paul Lam。

http://csm.cccto.org/wp-content/uploads/2020/06/Church-reopening-beta-Simp-Ch.pdf


家事報告
(已於粵語堂網頁上載)

5. CCCTO會員的緊急救濟基金(ERFCM): 由於COVID-19
的影響，教會已為有需要的教會會員成立了緊急救濟
基金。該基金支持任何有需要幫助的活躍會員(Active 
member)。如果您或認識任何人有經濟上的需要，請與
鍾傳道聯絡以查詢或進行申請。

6. 教會愛心基金需要支持，鼓勵大家求主感動作甘心
樂意的奉獻，於網上奉獻 (教會網頁)時請註明LOF或
「愛心基金」。若肢體有需要，請與鍾傳道聯絡。

7. 感謝弟兄姊妹在主內的愛心與信心！教會不斷收到
大家給「冠狀病毒疾病救濟基金」的奉獻。誠邀大家
為這事工禱告，並按感動繼續在網上奉獻支持，請選
擇“Disaster Relief Fund”。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神的慈愛、

聖靈的感動、
常與你們眾人同在。

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