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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課 認識肉體 

于宏潔弟兄 2013 年 9 月 15 日《新人門徒訓練》的信息整理文章 

 

背誦經文：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體貼肉

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

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羅8:5‐8) 

 

禱告： 

主啊，我們謝謝祢，一再把我們帶到祢的腳前，在祢話語、在祢自己的面前受教。主啊，

這是我們人生中最榮耀的事，能夠在祢這位偉大的 神、偉大的主、偉大的老師面前受教。主

啊，把一個謙卑、受教的靈賜給我們，也把智慧和啟示的靈賜給我們，讓我們真認識祢，也讓

我們能真認識我們的自己。好讓我們這條路走得好，走得討祢喜悅。謝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

名。阿們！ 

 

就像我剛才所禱告的，我也常常在信息裡講到：一個基督徒路走得好不好，生命長得

好不好，有兩件很關鍵的事情 — 就是到底我們是不是真認識我們所信的 神是誰？而

另一方面，雖然比較消極，但是也很重要 — 就是我們到底是不是真認識自己是誰？太

多的時候我們不夠認識自己，所以走得頭破血流的。太多的時候我們不夠認識自己，所以總是

對自己還有盼望。失敗了再來，百敗百戰，因為我們以為我們還可以。 

但是，弟兄姊妹，另一方面，就是我們要真認識我們所信的 神是誰。這一個階段我們所

講的《被改變的生命》共有八個題目，每一個題目都很重要。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強調它們

的重要性，因為每一個題目都可以講很長的系列。像 2010 年我們講《不隨從肉體，只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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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靈》時，大概快講了二十講。所以，我們今天要講《認識肉體》，只能把最精華的部分，讓

大家看知道一下。但是，我們真正在生活裡的操練與往前才是重要的。 

我們上次在做《新人門徒訓練》（Newman Discipleship）回饋的時候，有一個小組長也提

到，覺得小組裡有多位組員都信主很多年了。看到《認識罪》、《認識寶血》、《認識肉體》

這些題目，只是在講“認識”，大家都覺得早認識了，所以就覺得很簡單。其實這個“認識”

不是只是道理上的認識，而是希望我們能夠真正在屬靈上看透這件事，然後能夠掌握這件事，

並且能夠活在其中，甚至能夠活出來。 

今天要講的這個肉體，只要你還活著，你就很可能不知不覺地天天都活在肉體中。如果我

們今天不講這個題目的話，很多的時候我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不錯的基督徒。當我們今天講完

這個的時候，希望我們能不對自己當基督徒這件事情產生挫折感，而是我們必須要在主的面前

更認真地、更正確地來看待自己，好讓我們的生活、行事、事奉在主的面前不至於枉然。 

 

一．什麼叫作肉體？ 

現在先講到底什麽叫作肉體？大家先不要看講義，你們自己對肉體的認識是什麽？什麽叫

肉體？我們常常講：要勝過肉體，對付肉體，不要活在肉體中，不要隨從肉體，那麼到底什麽

叫肉體？骨頭加肉加皮？有人說肉體就是老我，或是血氣、亞當、自己。我想你們都從幾個不

同的角度稍微回答了一點。肉體照著《聖經》的教導或是我個人的瞭解，肉體就是整個舊造

生命所有的表現，舊造生命就是從老亞當繼承來的生命。凡是從舊造生命裡面出來的，

不管是我們的心懷意念，我們的言行、還是我們的慾望、計劃、或是我們的看法、價

值觀，所有從舊造裡面出來的，通通叫肉體。 

當我們講完這個的時候，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屬靈的話，你會很警覺的。我們跟別人傳福

音的時候，常常跟福音朋友講，沒有信耶穌以前所有的人只有一個生命 — 就是從老亞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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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或是說更近一點就是受之父母而來的生命。父母親不光給了我們肉身的身體，也給了我

們生命。而在這個生命裡，我們從小被塑造、被培養，藉著家教，學校教育，藉著我們人生的

遭遇，和各樣的環境，我們每一個人都被塑造出今日的我。如果沒有信耶穌的話，我們都會告

訴他，你只有一個生命，就是你原來的生命，就是你現在的生命。 

你就會發現說這個人可能很好，他的道德可能比基督徒還好，他至少賣藥不賣假的，賣真

的。他至少講誠實話，他願意幫助人，或是他脾氣很好，他很尊貴。但是你會覺得他是得救的

人嗎？他有沒有得救？沒有得救。那你怎麼敢跟他講：他沒得救？他明明什麽都比你好。他學

識比你淵博，賺得錢比你多，他人品比你好，他的口評比你佳，他的成就比你大，他什麽事情

都比你好。你怎麼能夠跟他說：你沒得救，我得救？那就是我們所講的耶穌基督的救贖。我們

是因信稱義，藉著寶血，我們不是比世人好，我們是藉著耶穌基督祂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

一切的不義，讓我們被稱為義。 

接下來呢？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可能還是活得沒有他好。但是我跟他最大的不同不僅我得

救了，而且現在，在我裡頭有兩個生命。所以，整個基督教的核心是講生命，不是講做人

的道理，不是講宗教、哲學，也不是講人生觀、價值觀。整個基督教的核心 ─ 就是

講基督、講祂是生命。所以當我們在跟別人傳福音的時候，我們會說所有信耶穌的人，在他

信了耶穌重生得救以後，在他裡面有兩個生命。先不管我們得不得勝，或是活得像不像耶穌，

至少在真理上，我們都知道在我裡面有兩個生命：一個是舊造從亞當來的 — 老我、自

己；另外一個是從耶穌基督來的。歌羅西書三章四節說到：「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保羅在

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說：「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因為我裡

面多了一個生命。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在基督徒裡面有兩個生命。那麽，今天我們的說話、行事、做

決定，或是我們的思想、情感、慾望、或是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所有，今天所有在這裡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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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的表現：我們的上班、我們的聰明、智慧，我們做任何的決定，家裡要不要買冰箱？

要不要重新塗油漆？要不要加蓋房間？孩子要去上哪個學校？或是今天太太惹火我了，我要不

要跟她吵架？你所有的表現，所有的慾望（desire）、所有的發表，只有兩個源頭。一個就是原

來的你，如果你沒信耶穌的話，那就只有原來的你，你原來的生命；另外一個是從耶穌基督來

的生命。但是信耶穌以後，你很可能還是原來的你在活。所以，要認識肉體，就必須先認識

在我裡頭有兩個生命的源頭：所有從舊造來的通通叫肉體；所有從新造耶穌基督來的，

那是活出基督，那是新生命。 

當我們看完這個以後，再來看我剛才所講的肉體的定義，就是「一切出於舊造生命的所

有表現」心思也好、言行也好、慾望也好、計劃也好，你可以一直寫下去，那些通通叫作肉

體。在新約《聖經》的中文翻譯裡，我挑了四個最重要的：肉體、血氣、情慾、肉身，它們在

希臘原文裡都是同一個字，叫作“sarx”，牠有不同的表現，叫作肉體也好、血氣也好、情慾

也好，都是我們的肉身（physical body），通通都是講這一個字。 

弟兄姊妹，我們現在了解到肉體是這樣的話，那麼活在肉體裡面容不容易？是很容易的事

情，對不對？是不知不覺的，很自然的流露。你甚至每時刻、每地方，一不小心，都是肉體。

你要很用心才是基督。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就曉得今天為什麼這個題目這麼重要，因

為我們太容易活在肉體裡面，不知不覺地就活在肉體裡面。你不需要花工夫、不需要

費勁，常常都是肉體的流露 。當然，我不應該這麼講，萬一我們中間有很屬靈的，偶爾才

回到肉體裡面去。但是，我們絕大部分的基督徒，太不認識肉體，所以我們活在肉體中，我們

不覺得錯，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 

所以，為什麼一開始我要先給大家正觀念，先舉的那個例子，就是如果你碰到一個人，沒

有信耶穌，但是德高望重，各方面成就都好，什麼都好，但你仍然會知道絕對不行，因為他缺

少了耶穌，缺少了耶穌的救贖、耶穌的生命。那麼，今天我們已經信了耶穌的人，已經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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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人，常常還是有可能不知不覺地活在修身養性，活在自己肉體的掙扎和努力裡面，不僅

有可能，根本常常就是。 

十幾年前，我在中國講這篇信息的時候，講了這句話以後，很多人也引用。我說：肉體裡

面有一種顯而易見的肉體，像加拉太書第五章所講的那種低檔的肉體。《聖經》加拉太書第五

章在講聖靈所結的果子的時候，十九節說：「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

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分爭、異端、嫉妒、醉酒、

荒宴等類」。保羅列了這麼多，他說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是我們都能夠明白的。你不要以為

對付肉體只是對付這些，這些只是叫作低檔的肉體，就是很顯而易見的肉體。 

還有一種是不容易見的、所謂高檔的肉體，就是大家都誇你好的：“你這個人真有愛心。

你這個人真肯犧牲自己。你這個人怎麼這麼溫和，脾氣這麼好！”別人誇你這個，誇你那個。

但是弟兄姊妹，我不是說你那個表現就一定是假的。我現在只是想問弟兄姊妹，到底那個表現

的源頭是從哪裡來的？他可以是很有愛心、很謙卑、道德很高，但是關鍵不在於他外面所做的，

而是在於他所是的。這也是我在退修會一再跟弟兄姐妹講： 神在乎我們所是的過於我們所

做的。你外面不做這個、不做那個，或是該做這個、該做那個，但是如果你的源頭還是從

老亞當的生命來的話，你不過是個大好人，但是你不是一個得救的基督徒。你不過是

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有好行為，但是你在 神的面前仍然是屬肉體的，是與 神為

仇，是不能得 神的喜歡。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講了這個以後，你就曉得我們今天爲什麽說要追求、要長進、要被改

變。你不要以為是小事，因為你一生基督徒的努力，可能到最後被火一燒全部不留。你也不要

以為說我壓制自己，不犯這個錯、不犯那個錯，不可以這樣、不可以那樣，你以為你就是得勝，

然而到最後才發現：“哎呀，原來都不算數，那不過是我個人修身養性，不過是我個人的努力。”

希望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在這個最關鍵的題目上我們能夠認真，能夠真正在乎 ─ 到底我今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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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活基督呢？還是在行律法呢？ 

我記得 2010 年講課時，我曾經畫了三格臺階。最底下的這一層講到寶血，它解決我們

的罪行，為了是讓我們被稱義，這是最底層，是救恩的根基。關鍵是寶血，耶穌基督替

我們流血、捨命、贖罪。講到寶血為了是解決我們罪行，我們犯了這麼多罪：過去的、現在的、

將來的，人類歷世歷代的罪行都在耶穌基督的寶血裡面一筆勾銷。一次成就（once for all），然

後使一切信祂的能夠因信被稱義。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講到十架。它為了是解決我們的罪性。我們不光有罪的行為，我們還有罪性在

我們裡面，我之所以有罪的行為，是因為我裡面有犯罪的生命在。我光把蜘蛛網除掉了，蜘蛛

還在，它還會繼續結網，因為那個蜘蛛的生命還在。所以，我不能夠只是求寶血潔淨我的罪，

我也要求主，藉著十字架，來治死我這個老我、老己，來對付我罪性的問題。這是講到不光寳

血解決我們稱義，而且十字架要幫助我們成聖，讓我們這個人被改變。 

再往上去，第三個關鍵的就是聖靈，好讓我們不光得救，還能夠得勝；讓我們不光

得生命，還可以得到更豐盛的生命。聖靈來，讓我們活在靈中，隨從聖靈的生活，讓我們

這個人能夠不管在哪裡，能夠活出耶穌基督。所以，你要達到三樓的境界，你必須從一樓

走起，二樓、三樓，你不可能跳的。 

我們前兩次講到的《認識罪》、《認識寶血》，是解決根基最重要的問題，實在是太重要了。

罪解決了之後，第二個要面對我們的罪性，就是我們的老我、我們的肉體。所以，今天這個題

目也太重要了。我很希望大家聼完這個課，不要氣餒（discourage）、不要有挫折感、被嚇到了。

反而應該是更積極、更認真！ 

我請問大家： 神爲什麽讓我存留，繼續活下去？我的興趣不是在問：你的抱負是什麽？

你未來的計劃是什麽？而我是希望大家從另外一個角度 — 到底在 神的眼中，祂為什麼容

許我繼續活下去？祂實在是給我們機會，祂憐憫我們 。因為我們有太多的未得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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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生命太不像祂自己，很可能僅止得救。被火一燒，蕩然無存，就是僅止得救，因為

所有的只是草木禾稭的建造。哥林多前書第三章都是講到血氣。草、木、禾、稭，全部都是屬

血氣的生命；金、銀、寳、石，那都是十字架工作出來的東西，那都是寶貝。所以，火一燒馬

上就顯出來，什麽東西是能存留的，什麽東西是不能存留的。真的希望 神幫助我們在這個題

目上能夠很認識。 

記得當初在講《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時候，我說過一個人隨著舊造的生命生

活的時候，在他身上有兩個很大的特點。第一個特點，因為勝不過試探而犯罪。一個很

明顯的、比較低檔的肉體，像婬亂、酗酒、貪污，是因為勝不過仇敵的試探而犯罪。雅各書第

一章十四節到十五節：「但各人被試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慾牽引誘惑的。私慾既懷了胎，

就生出罪來；罪既長成，就生出死來。」就是環境試探我們，讓我們去犯罪，去看不該看

的、去說不該說的、去做不該做的。 

第二個特點，是因為活不出律法而失敗。這第二種的人，就不是那種低檔的肉體，天

天犯罪、發脾氣、貪污、行婬亂、酗酒、做壞事。他是很想滿足 神的律法，他很想討 神喜悅，

他很想活出一個該有的基督徒的樣式。我相信這是我們絕大多數在座的弟兄姊妹，或是在聼我

信息的弟兄姊妹，不然你不會聼這篇信息的，你都想活出一個得勝的基督徒，想過得勝的生活。

如果你不想過得勝的生活，你就不可能有羅馬書第七章的那種掙扎、痛苦跟灰心，說：「我真

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 7：24）你不會有這種掙扎的，因為你活在

罪中舒服得很。主耶穌的比喻也好，彼得書信也好，就像豬活在泥圈裡面，牠反而舒服，即使

洗乾淨了，牠還跑回去，因為不舒服。而我們的本性其實就是這樣，只有當你真正肯追求的時

候，你才會有這種因為活不出律法而有的失敗和嘆息：「我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

不得我。」然後他後面說：我真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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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什麼聖經中如此重視要對付肉體？ 
 

現在我們來看今天的背誦經文，羅馬書八章五到八節：「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

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

平安。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

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我們現在很簡單地從剛剛所讀的這些經文跟我所補充的，

看一下《聖經》爲什麽這麽重視要對付肉體。其實我講完這些經文，大家已經大概都知道了。

我現在只是簡單地列這七個點，幫助我們更強化一下，幫助我們對肉體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如

果我記得不錯的話，倪柝聲弟兄曾經說過：“你必須要看見肉體在 神的眼中是可咒可

詛 。”我們平常沒有這樣去看自己，還會常常說：我雖然黑，卻是秀美；知道我雖然屬肉體，

但是還是有長處的；我雖然脾氣不好，但是我個性直爽，不像人家歪來歪去的。我們很懂得欣

賞自己。 

 

1．隨從肉體的乃是死－沒有生命與平安，且易受眼見環境與感覺

所支配 (羅8:6) 

你發現這一段的經文把肉體講得清清楚楚的。至少對我們這個人的影響在這段的經文

裡有兩大部分：一大部份是對我個人 — 在我的經歷、在我的感受、在我的生命上，牠所

給我的影響。就是當我隨從肉體的時候，就是死。不是說你倒在地上死了，而是你這個

人落到一種死的境界裡面。屬靈上的死就講到我們跟主的生命、跟主之間交通、聯結

斷絕了，跟那個喜樂、平安斷絕了 — 這個叫作死，死亡的狀態就是跟主分開來。

所以，當你隨從肉體的時候，在我們裡面的經歷其實就是死。有屬靈經驗的人都知道我在

講什麼。你不肯順服主，你去做不討 神喜悅的事情，你沒有活在 神的心意中，你裡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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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死。有的人不知道這種感覺，因為他從來沒有嘗過活的經驗。那麼，

你就要嘗一嘗活、什麼叫作活。當你隨從聖靈的時候，是一種說不出來的生命、平安

跟喜樂 — 這是這段經文第一部分告訴我們的。我們自己最應該清楚知道自己活不活在肉

體裡面。 

剛才經文講得很清楚，隨從肉體的就是死，隨從聖靈的是生命和平安。所以，一個屬

肉體的人，在他身上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就是他活在眼見，很容易受環境攪擾，活在自

己的感覺裡面。這是一個屬肉體身上很明顯的特徵：就是環境一來，你馬上受影響。這是

講到我們屬肉體的情形。像氣球一樣，拍你一下，球就彈起來；拍更大一點，彈更高，你

的反應跟環境是成正比的。所以別人對你好，你就還好；別人對你兇，你就兇。我吃飽了，

我就很快樂；我肚子餓了，我就脾氣不好。弟兄姊妹，這是屬肉體的人對環境的反應。 

 

2．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甚至與神為仇 (羅8:7-8) 

第二件事情我們要知道的，就是 神怎麼看肉體。在這裡講得很清楚：「體貼肉體的

人是與 神為仇」如果今天你沒有讀到這節經文或是忘記這節經文，我說你是 神的仇人，

你不會相信的，不會承認的。你說：我哪裡敢當 神的仇人？我巴不得討祂喜悅，我怎麼

會想到成為 神的仇人、與 神作對（against God）呢？我相信我們沒有一個人會願意做這

樣的事情。但是，《聖經》說得斬釘截鐵：「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為不服 神

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這是《聖經》說的，不

是我說的，所以大家要很嚴肅（serious）地看這件事情。不要以為我屬肉體是小事，在 神

的眼中，不討 神喜悅，甚至是與 神為仇（against God）。 

 

3．屬肉體的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羅8:7) 

第三件事情：屬肉體的人不服 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你拼命想掙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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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志行善，但是行出來由不得自己。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保羅早就在羅馬書七章十八節

就講得清清楚楚，告訴我們：此路不通。但是我們從來沒有抓住他的關鍵點（never got the 

message）。他明明已經説：「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我們

卻跳過這句話，只讀：「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來卻由不得我。」到現在信主了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還在有同樣的嘆息。弟兄姊妹，這是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好好讀《聖經》：

早就說了不能服，你不服也是不能服，你不可能服的。 

羅馬書八章四節告訴我們說：「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

靈的人身上」。因為 神律法的要求沒有改變，我們雖然不在律法以下，但是律法的要求

還是要成就，一點一滴都不能廢去的。那麽律法的義要怎麽成就呢？成就在 “不隨從肉

體、只隨從聖靈”這十個字。這是《聖經》給我們開的路，清清楚楚的，但是你看我們

信主這麽多年，我們進不來就是進不來。我在臺灣讀書的時候，臺灣來的都知道“政大”，

我是到高三下學期，因為開刀開太多了，就只好被醫生逼得從理工組轉到法商組。我就跑

到政大去讀書了，政大是木柵，在山腳下，所以常常下雨。很多人常常早上出來的時候還

好好的，上課上到一半或是在圖書館讀書讀到一半，結果碰到雨了，出不來，不能出去吃

飯。所以我們學校學生委員會就決定在主要的幾棟樓，特別是圖書館或是餐廳的門口就放

了一個很簡單的小鎖，鎖了一把長長的自動傘，特別叫作：“良心傘”。你知道什麽意思

嗎？不是有良心的人才能拿。他希望你用這個傘的時候要有良心。換句話說，就是你用完

以後，你走到下一站的時候，你要把它鎖回去，讓別人可以用。雨停了就可以拿回去；或

是你回到宿舍拿了自己的傘以後，要回來把它還回去。結果呢？沒有兩三下，“良心傘” 

就再也沒有了，一根都不留。這都是高等教育，或重點大學的高材生。兩三下後再也沒有

人可以在“良心傘”的架子上找到一把傘可以用（available）。 

弟兄姊妹，你知道人是可以立志行善，可以想要做好，但是他就是不服、也不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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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這個地上，你可以重刑、重刑、重刑，要對付貪污、要對付假冒、要對付什麽、對付

什麽，但是你發現人不服，然後人也不能服。 

 

4．屬血氣的喜歡逼迫屬靈的 (加4:29) 

第四個，屬血氣的喜歡逼迫屬靈的。這是加拉太書四章二十九節，講到以實瑪利逼迫

以撒。「當時那按著血氣生的，逼迫了那按著聖靈生的，現在也是這樣。」保羅寫這

件事的時候說：將近兩千年前，以實瑪利逼迫了以撒。然後他說：“現今也是這樣” ，

就是說屬血氣的總是（always）逼迫屬靈的，這個是曠世不變的原則，跨越時代的原則 —

屬血氣的永遠逼迫屬靈的。不光逼迫，而且肉體是非常容易氾濫的。你看以實瑪利的後代

就是很多，神的選民就是那麼一個小國家，周圍全是以實瑪利的後代：阿拉伯國家、西乃

半島、埃及，它整個周圍就是被回教國家包圍著的。 

我記得以前看到一個小小的幽默笑話，它說：大概在法國巴黎一個醫院的產房外面，

有兩個初為人父的。他們都非常高興地在那裡看著裡面擺著的好幾排的小嬰孩（baby）。

他們進不去，只能隔著那個玻璃窗在那裡看。其中一位是一個阿拉伯酋長，他問旁邊這個

法國人：“哪一個是你的？”法國人就指了一個，滿臉高興：“你看到了沒有？那個是我

的。”這個法國人接著就問那個阿拉伯酋長：“哪一個是你的？”他就大手一揮，說：“前

三排都是。” 因為他們容許多妻，所以前三排都是他的孩子。那雖然好像是笑話，但是

其實我自己感觸也很深。你算算看，你從早晨到晚上，有多少的思想、言行、作為是

從聖靈生？然後，有多少是從肉體血氣生？你就曉得你不只是前三排都是，你可能

整屋都是，難得有一個從聖靈生的東西。 

我以前在美國讀研究所的時候，有一個剛剛得救的弟兄，他現在也做傳道人了。他那

時候主動來找我，叫我陪他早上晨更。所以，我就帶他晨更。帶了一段時間，從我們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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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四個、變八個、後來變二十多個人。我們一大清早起來，天沒亮我們就一起晨更。那時

候我們學校的大學足球是有名的。我在那邊兩年，他們兩年都拿到全美國的第二名。所以，

大家都很喜歡看足球，我們常常在外面都聽得到足球場廣播的聲音。有一天，弟兄在晨更

時交通說：“我晚上睡覺前，來看看今天的比分 — 有時候撒但二十多分，基督（Christ）

零分（nothing），比分是二十多比零，我想主耶穌在天上聽了一定很難過。”一個剛得救

的人，他就把這個應用（apply）到他的屬靈生活裡面來，我也蠻感動的。這件事已經過去

三十年了，我還記得他講那個話的時候我自己的心情。他說：“每一天結束的時候，我

在主面前禱告，我希望聽到的報數能夠是基督贏了，主在我裡面得勝。”屬血氣的

總是逼迫屬靈的，牠不要我們得勝，牠用各樣的方法擄掠我們，叫我們失敗。 

 

5．聖靈與情慾相爭，情慾與聖靈相爭 (加5:17) 

第五個，聖靈與情慾相爭，情慾與聖靈相爭。這是講到在我們的裡面是有爭執的，讓

我們不能夠去做自己所想做的事。我們自己很自然地想做的事情，其實都是屬肉體的

事情。聖靈來，祂介入、祂跟我們相爭，讓我們不能夠再去做想做的事情，讓我們

能夠為著主活，能夠活在聖靈的裡面。以前跟你們講過我自己的見證：我在公司工作

時，被美國同事欺負，那時候我心裡面非常地憤怒。我那個血氣脹得不得了，因為我這個

人天生脾氣是很直的、很拗的。我回到房間的時候，安慰自己說：“大人不計小人過，不

跟他爭了。”說了這個之後，脹著的那個氣球就好像縮了一點。可是我一想到他剛才的嘴

臉，那個氣球又脹起來。然後，又說：“算了，不跟他爭了。” 氣球好像又縮了一點。

縮到一半，一想說怎麼中國人可以被美國人欺負呢？種族歧視！我那個氣球又脹起來了。

就這樣一脹一縮，兩個在我裡面爭來爭去。 

很多的時候，你不是不知道什麽是好的，你也不是不知道什麽是你該做的。夫妻倆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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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了， 神明明叫你該停了，你就是不肯停。明明是 神感動你去道歉了，你還想說明明

這次是他惹的，爲什麽我要去道歉？我們裡面會爭，肉體叫我們去做我們想要做的事。但

是聖靈來，與情慾相爭，叫我們能夠去做我們不想做的事情。 

 

6．人種的是什麼，收的也就是什麼  

第六個，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就是什麼。加拉太書第六章第七、八節說：「不要自

欺， 神是輕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麼。順著情慾撒種的，必從情

慾收敗壞；順著聖靈撒種的，必從聖靈收永生。」“種”其實就是一種投資。到底今

天我們在投資什麽？“種”也講到我們的揀選、講到我們的抉擇。你要用什麽樣的態度、

言行來回應這個局面，就是講到你在種什麽。那麼，你到底是順著情慾撒種呢，還是順著

聖靈撒種？到底是隨從肉體呢，到底是隨從聖靈呢？那就已經決定了你將來要收什麽。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收成不只是在人生結束的時候。結束的時候的確有一個大的收

成，那是一生的結局。但是，我們其實天天都在收成。我們今天所收的是過去所種的；

我們今天所種的是你將來要收的，這是屬靈的原則，永遠不改變的。越早學會越好；

學不會，以腳踢刺，繼續受苦；學不會，白費功夫、白白受苦。真的是求 神幫助我們。

我講這些道其實都在對我自己講，因為我覺得當基督徒當這麼久，很容易就活在我們認為

對的、認為是的裡面。但是，其實很多的時候，源頭仍然是肉體。 

 

7．屬肉體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加5:19-21) 

第七個，屬肉體的人不能承受 神的國。剛才加拉太書第五章十九節講了一些低檔的

肉體以後，說：「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 神的國」那是指將來我們會受到很大很大的

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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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勝過肉體之路 

我們現在很快地來講一下，勝過肉體的路。我都只能夠簡單地提，每一個題目其實都很重

要。你們如果願意的話，可以在網絡上聽 2010 年我們講《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時的

信息。你覺得哪一個信息可能更針對你目前的問題與需要，你可以把它挑出來再聽一聽。這是 

神給我們的恩典，大家可以在網絡上仔細地再去聽。。 

要勝過肉體，我提到三件事情：第一個，因著真理的開啟。第二個，藉著十架的

救恩。第三，靠聖靈的幫助。 

1．因著真理的開啟 

首先，我們要知道肉體早就已經被釘。雖然我們知道信耶穌以後，在我們裡面有兩個

生命。但是，在 神的眼中，在客觀的真理和事實上，肉體和肉體的邪情私慾不是該釘、

不是將來要釘、不是一定要釘，而是像《聖經》上所說，是“已經釘了”。我們在真理上

一定要先清楚，要正觀念。我今天先把真理擺在弟兄姊妹面前，然後我們慢慢進入，慢慢

來經歷、慢慢來深入。加拉太書五章二十四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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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知道這是已經的事情。因為如果有這

樣的知道，接下來就知道自己不再欠肉體的債，換句話說，你不需再去順從牠而活著。羅

馬書八章十二節到十三節說：「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

肉體活著。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

所以，請大家知道兩件關鍵的事，一個是肉體已經解決了。第二個，因為牠已經解決，

所以我不再欠牠。 

如果你的房子的貸款（mortgage）已經還清了，你還每個月照樣寄貸款（mortgage）

給銀行嗎？不可能。我債已經還清了，錢都還完了，我爲什麽每個月還要還你這個貸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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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了。因為已經還清了（clear），已經付清了（done deal）。我們不再欠肉體的債了，

我們不需要再付了，但是我們常常還在付。所以，保羅在這裡提醒我們，肉體已經解決了，

而且我們已經不再欠牠的債。 

我也曾經舉過一個例子：你把一棵大樹從根部把它整個鋸斷，它離開了它的根，離開

了它的源頭，它倒在地上了。就著客觀的事實來說，它已經死了。對不對？已經切斷了。

聖誕樹被切下來的那一天，它已經死了，它跟生命脫節了。但是，就著經歷、就著你眼見，

你會發現這棵樹第二天還是綠葉，甚至第三天還有小芽繼續發。但是，你知道它已經死了。

而且，它早晚會全部枯乾掉，你不要再對它有盼望了，你不要再期望這棵聖誕樹能夠繼續

長起來。一個玫瑰花被剪下來後，它已經死了，你不要寄望這個玫瑰花會繼續長、繼續結

苞，它已經死了。所以，枯萎是必然的結局，你不要再對它有盼望。所以，這也是這一段

的《聖經》告訴我們：因著真理的開啟，你要知道肉體在 神的眼中，《聖經》上說是「已

經把肉體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們現在不再欠牠的債，

不要再被牠奴役了。 

    不久前剛剛去世的張師母，是一位非常愛主的老姊妹。我記得三十年前，我們在

一起交通到羅馬書裡面關於不再欠肉體的債的時候，她舉了一個例子，我一直印象很深

刻。她說在對日抗戰的時候，她還是個大姑娘，很多大姑娘都被日本人抓去強暴的。所以，

她們走在路上都非常緊張、害怕。只要一聽到日本軍隊“咔、咔、咔”在馬路上走，她們

全部都要躲，儘量把自己藏起來。日本投降的時候，她們從收音機上、從大家那裡都知道

日本已經投降了，但是，從日本投降到日本軍隊完全撤退，中間還有一段時間需要做撤退

的安排，日本兵仍然在那裡走路。她說她一走到路上聽到日本兵，她還是嚇得馬上就躲。

她接著馬上就對自己說：我爲什麽要再怕他們？他們現在失敗、他們投降了，他們是我們

的俘虜。於是，她就大搖大擺地從他們面前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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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我們已經習慣活在肉體裡面，被肉體轄制。牠要你喝酒你就喝酒；牠要你

上網你就上網；牠要你去說不該說的你就說；牠要你去做不該做的，我們就去做。因為我

們已經好像欠債的，已經習慣被牠奴役了。但是，正觀念就是講到你要先知道： 神已經

解決了，基督已經把牠廢掉了。我們不再欠肉體的債，不需要去隨從肉體活。所有

的罪債、所有肉體的轄制，都在基督裡，一次解決了（once for all） 。 

所以，羅馬書八章十三節：「你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

體的惡行，必要活著。」請你們注意到，每一次有“若”字出現的時候，你就是看到它

是關乎揀選。這個是在乎你了。你到底是要繼續活在肉體裡面，還是你要順從聖靈？「你

們若順從肉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這是人需

要負責的。所以，在自由的背後，一個最大的代價就是責任。 神把這件事情交給我

們。 神說：我已經解決了，基督已經解決了，已經死了，你也不再欠債了，底下

就是在乎你的選擇（choice） 。你還要去活在日本人的轄制底下嗎？你還要每個月把

你的貸款（Mortgage）寄到銀行去嗎？那個是在乎你。 

 

2．因著十字架的救恩：不是掙扎努力，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 

第二件事情，藉著十字架的救恩。這個點很重要，我們下次講《認識十架》的時候還

要詳細地說。加拉太書二章二十節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這個“我”，就是

老亞當，那個源頭，藉著十字架的救恩，已經解決了。蜘蛛已經解決了，你不需要再清蜘

蛛網。你光清蜘蛛網，不清蜘蛛，沒有用。你今天清乾淨，明天又來。明天清乾淨，後天

又來。要解決的是這個源頭，就是我。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所以不是掙扎，不

是努力，乃是基督的替代，如今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這是非常關鍵的。 

 

3.靠著聖靈的幫助：積極地在平凡生活中學習「隨從聖靈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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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靠著聖靈的幫助。《聖經》上羅馬書八章二節說：「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

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就是聖靈在這裡來就是幫助我們，

要釋放我們，讓我們脫離轄制我們的罪和死的律。然後第四節說：「使律法的義能夠成就

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我們回到加拉太書三章第三節到第四

節，說：「你們既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身成全嗎？你們是這樣的無知嗎？你們受

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對加拉太的信徒的無知，跟他

們一直在那裡受苦，甚至白白受苦，保羅心裡面有一個非常強烈的不甘心。你從他的字裡

行間，從他寫信的語氣裡面，可以看得出來他的心疼、他的不忍、他的不甘心。他說：「你

們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嗎？難道果真是徒然的嗎？」你明明靠著聖靈入門，但

是今天卻靠肉身成全。 

最後一節經文，加拉太書五章十六節到十八節說：「你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

肉體的情慾了。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

不在律法以下。」二十五節說：「我們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所以你

要知道聖靈來，祂是來幫助我們的。那你會問說：祂怎麽幫助我們。羅馬書八章講得很清

楚，隨從肉體的就是死，隨從聖靈的是生命平安。 

請問當我在這裡講隨從的時候，這句話的背後告訴我們：我們的責任，是隨從，我

們沒有主動權。有主導權的好就是我們裡面的這兩個生命。一個是肉體在運行，你

如果隨從牠，就是死；聖靈也在我們裡面運行，你順從祂，就是生命和平安。怎麽

樣能夠勝過肉體呢？將來我們講十架、講聖靈，你就曉得恩膏真的就是在我們裡面運行，

在凡事上教導我們，當你隨從祂的時候，你發現就是生命和平安。當你不順服祂的時候，

你還是憑著自己的喜好、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感覺，你生氣就是要生氣，你受傷你就是不

原諒他，我喜歡這樣我就是要這樣。那你就發現你得到的就是死。可是當你順服主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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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發現就是說不出來的生命和平安。 

我曾經跟你們講過一個年長的弟兄，他動作很粗。他年輕的時候，他每次下樓時在樓

上把門“嘭”一關，“嗵嗵嗵”就跑下去，要趕到學校去上學。他說聖靈就光照他：你這

樣一跑，整棟樓都被你吵醒了，哪裡像個基督徒？他說：主啊，今天來不及了，下次小力

一點，小聲一點就好。主說：你回去，把門重新打開來，輕輕地關起來，下樓梯，一步一

步，安安靜靜地下來。他說：主啊，來不及了，下次小心一點。主叫他回去。你知道裡面

的東西是活的，聖靈是活的。當你順服祂的時候，你就發現充滿了生命，充滿了平安。你

不順服祂，就像吃了死蒼蠅一樣。 

我很喜歡他們這些老弟兄，現在他們陸陸續續都被主接去了。另外一個跟他是屬靈同

伴的弟兄也做過見證。他就是喜歡吐痰。他吐了痰以後，主叫他回去把它擦掉。他說：主，

那多噁心吶。主說：連你自己的痰你都噁心，那別人不噁心嗎？他也是說：主我下次絕對

不吐。沒有用的。認識主的人都知道，主只講一次，不講第二次的。底下就是你要不要聼

的問題了。你若順服，你就治死身體的惡行。你若隨從肉體，就是死。你就發覺你底下不

快樂了、不平安了、不舒服了。明明是先生的錯，但是主居然要你去道歉；明明是太太今

天她太怎麽樣，但是主卻叫你體貼她。你講不出道理的，這叫作生命。當你隨從祂的時候，

你就發現不一樣。 

以弗所書三章二十節「 神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這裡原文是現在進行時，就是正在進行著，中文沒有翻出來——

神能照著那“正在”我們裡面運行的聖靈，成就一切。感謝 神！ 

 

    禱告： 

    主啊，我們謝謝祢，還把我們留在地上。並不是因為我們眷戀這地，也不是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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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什麽抱負沒有實現。主啊，實在在我們身上有太多的未得之地。主啊，我們實在需要有更

多的時間，讓我們來經歷祢偉大的救恩，讓我們來接受祢在我們身上的改變。好讓我們那天見

祢的時候，不是羞羞愧愧的，乃是歡歡喜喜地去見祢。因為我們得著了基督，我們被祢改變了。

主啊，祢憐憫我們，也祝福我們所有的學習，不讓我們自己以爲知道了。保羅也告訴我們，按

著我們所當知道的，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我們還是不知道。主啊，把這個謙卑、柔軟的心賜

給我們，更是把願意順服祢、順服聖靈的心志賜給我們，讓我們不再是憑著肉身來成全，讓我

們學會如何活在靈中，隨從靈而行。幫助、祝福我們在座的每一位，也幫助、祝福所有聽到這

信息、在你面前學習的弟兄姊妹。讓我們不灰心、不喪志，而且能夠靠主活出得勝。謝謝主！

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