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組查經材料】 加拉太書
加拉太書系列
系列 08–我們在基督裡得自由了
2018 年十一⺝ 30 日、十二⺝一日
第一時段:
第一時段:歡迎你來 (15 分鐘)
分鐘)

以簡單、輕鬆、活潑的遊戲，帶領組員熱烈參與，使大家的心思意念，
離開繁忙、疲憊，並預備心來歸向神。
第二時段:
第二時段:敬拜讚美 (20 分鐘)
分鐘)

以事先預備好的詩歌，帶領大家來到主的寶座前敬拜祂、瞻仰神的榮面、
帶下神的榮耀同在。在敬拜裡，小組長帶領大家同聲開口為下列事項禱
告。（組員個人的需要請在第四個時段分享禱告。）
認領的單位是＿＿＿＿＿＿他們的需要是＿＿＿＿＿。
（如果你不確定小組認領的單位，請洽教會。）

1. 宣教單位:
宣教單位:

2. 教會事工:
教會事工:

- 12/02 聖誕節點燈
- 12/09 受洗典禮，洗禮班@11:00 @G6 從 11/18 至 12/02
- 12/21 小組福音茶會（請邀請慕道友參加）
:_________________請於聚會前確認來賓名字。
:___________________並商討如何關懷他們。
還有許多小地方需要修整，求神保守一切
進展順利，並帶領教會經歷神為我們所預備的成長，也有足夠的停車
場地。
--

3. 新來賓

病痛組員或親朋

4. 為 Shekinah Glory 禱告:
禱告:

第三時段:
第三時段:話語分享(
話語分享(45 分鐘)
分鐘) 以分享討論應用
以分享討論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應用神的話在每天生活裡

1. 回應主日信息—聚會前，請上網仔細重聽一次。上主日信息的中心思
想是什麼？哪一句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2. 請分享本週你的生活見證，如禱告蒙應允，病得醫治，實踐神的話語
等等。（請盡量保持在 10 分鐘之內）

本週主題:
本週主題: 我們在基督裡得自由了
5:15
背誦經文:
背誦經文: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
當做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用愛心互相服侍。 （加 5:13）
經文:
經文:加拉太書 5:1-

保羅呼喚加拉太人，勸他們趕緊回頭，再憑應許作神的兒女。
接下來保羅讓他們知道靠律法行割禮的嚴重後果，不只讓他們落入
律法的綑綁，成為律法的奴僕，也讓他們失去了在基督裡的自由。
因此，保羅勸勉他們要在基督裡站立得穩，享受在基督裡的真自
由。
一、 在基督裡我們要站立得穩（加 5:15:1-6）：(
）：(請先讀 v. 1-1-6 再讀
下文)
下文)
A. 基督已經使我們得自由（
基督已經使我們得自由（5:1
已經使我們得自由（5:1）
5:1）：保羅一開始就宣告基督
已經釋放我們了，使我們得自由。他勸加拉太人在面對各
種迷惑人的假道理，仍要在這寶貴的真理上站立得穩，不
要回去行律法，被律法轄制有如奴僕般去做律法規條的事
情，而失去了自由。
B. 我們無法靠行律法稱義（2
我們無法靠行律法稱義（2-4）：1. 割禮無益於救恩
割禮無益於救恩
（2）：割禮派教導加拉太人要靠受割禮才能得救，然
而，割禮不能加給得救任何好處，因為信基督是得救的必
要也是唯一的條件。2. 欠行律法的債（3
律法的債（3）：律法要求人
要守整個律法才能稱義，但因沒有人可以守全律法下，所
以一個人若只能守一部分律法就稱義，那個人就欠了整個
律法的債，受律法的捆綁。
人若要靠律法稱義就從恩典中墜落，也就是在基
督的恩典以外了。所以，靠律法就與基督的救恩隔絕，無
法領受基督白白的救恩。
保羅在 2-4 節所說
的是針對割禮派的人，現在他轉向信徒說。信徒因信基督
就有聖靈內住，聖靈使我們能憑著信心領受神的恩典，並
能耐心等候基督榮耀的再來，在那時候，神的義必顯在我
們身上，使我們全然聖潔。我們在基督裡所得的救恩不是
行割禮與否，而是聖靈在我們裡面工作，使我們能憑著信
靠基督發出愛心，使我們的生命得以改變，過一個愛神愛
人屬神的生活，。

（4）：

3. 靠行律法就從恩典中墜落

C. 信靠基督所發的愛才有功效
信靠基督所發的愛才有功效（
所發的愛才有功效（5-6）：

討論問題 1: 你曾否有過被釋放得自由的經歷？感覺如何？簡述
一件（破冰題）
討論問題 2: 保羅為何
保羅為何如此責備割禮派的人？這和基督的救恩有
何衝突？（觀察題）

二、 保羅痛斥割禮派的人（加
保羅痛斥割禮派的人（加 5:75:7-12）
12）：(請先讀 v. 7-12 再讀
下文)
下文)
保羅比喻加拉太人信主後跟隨主的經歷好像是參與一場賽跑，
他們本來跑的好好，卻讓割禮派的人攪擾、攔阻他們跑在靠神
恩典的道路上，讓他們跌倒了，轉而靠守律法靠自己。這些轉
去靠律法的人雖然不多，但有可能會像麵酵擴散和滲入 所有
信徒。然而，保羅相信加拉太人會 從保羅所有的勸導，回
基督恩典的 道上，重 享受 神的恩典，而割禮派將會受
神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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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問題 3： 保羅為什麼如此痛斥傳割禮的人？他們的後果是什
麼？（觀察題）
三、 基督使我們得自由（加
基督使我們得自由（加 5:135:13-15）
15）：(請先讀 v. 1313-15 再讀
下文)
下文)
A. 活在真理的自由（13
活在真理的自由（1313-14）：
14）：保羅再度提醒加拉太人在基
督裡已經得自由，他們已經脫離行律法的捆綁，已經從罪
惡的權勢得著釋放，得到真自由，因此，他們就不要把自
由當作為所欲為的自由而放縱肉體的情慾，否則，他們就
成了罪惡的奴僕；再者，無論人如何對待我們，總是要用
愛心對待他，以愛心互相服事，這是耶穌將舊約律法包括
在愛神與愛人如己裡面，如保羅在羅馬書 13:8b 也說“因
為愛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B. 要謹慎愛人如己（
要謹慎愛人如己（15）：
15）：割禮派在教會作分化的工作，使
得受迷惑的信徒跟未受迷惑的信徒互相厲害攻擊，恨不得
消滅對方，這是違反聖經裡說愛人如己的教導。所以，要

謹慎走
則 到最後，
定兩敗俱傷 彼 消滅 方
討論問題 4： 我們蒙召得自由是什麼意思？對你個人有何意義？
（觀察題應用題）
討論問題 5： 我們應當用什麼心態對待跟我們意見不同的弟兄姊
妹？（應用題）
禱告：
親愛的阿爸天父，我們感謝讚美祢。謝謝祢帶領我們來認識
祢、認識基督，也謝謝祢賜下聖靈在我們裡面工作，使我們有信心
發出愛心，恩慈待人。求祢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不被異教邪說所攪
擾，也求祢加給我們力量，使我們活出一個榮耀祢的生命來，並幫
助我們，傳揚祢名和福音真理，引領人歸向祢。感謝禱告奉耶穌得
勝的名求。阿們！
第四時段:
第四時段:禱告服事（10
禱告服事（10 分鐘）
可以兩三個人成為一個禱告小組，為彼此的需要禱告。
12/07 加拉太書 5:165:16-26
12/14 加拉太書 6:16:1-18
12/21 小組福音茶會（請邀請慕道友參與）
趕緊回頭，
在基督恩典的道路上，否 ，
一
， 此
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