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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不自由，毋宁死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1775, Patrick Henry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匈牙利) 裴多菲·山陀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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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自由（约翰福音8:31-36）

• 31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
我的门徒。
• 32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 33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的
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 34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
罪的奴仆。
• 35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
• 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



谁是真门徒？

•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
真是我的门徒。（约翰福音8: 31）



谁是真门徒？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
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 13: 34-35）



谁是真门徒？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 8: 32）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 17）



谁是真门徒？

•只有实际在生活中行主的道后，才能真正经历主道的大能，
亲身体验主话语的智慧和真实。

•头脑上的知道，再加上身体上的实践和经验，才能让人真正
晓得真理。



什么是真自由？

•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作过谁
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约翰福音8:
33）



什么是真自由？

•犹太人说他们有自由，所以不需要耶稣说的自由。

你呢？
你有自由吗？你需要主耶稣说的自由吗？



什么是真自由？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
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 34）



什么是真自由？

•主讲的真自由是指不作罪的奴仆的自由，是摆脱了罪的捆
绑和辖制，可以不犯罪的自由。



什么是真自由？

•做罪的奴隶比做人的奴隶更痛
苦，更可怜。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
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
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
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路加福音1: 78-79）



什么是真自由？

•这些犹太人代表的是拒绝耶稣，拒绝神的福音的人的光景

•人总能找到自己拥有的自由，骄傲并满足地觉得自己是自由的

•看不到或不承认自己实际上是被罪所捆绑，是不自由的

•他们拒绝主耶稣，拒绝从罪中被释放的真自由



什么是真自由？

•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
不做什么。

-----康德（1724-1804）



什么是真自由？

•人被谁制伏就是谁的奴仆。（彼得后书2: 19）



如何得到真自由？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 32）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
8: 36）



如何得到真自由？

• “得以自由”的希腊字ἐλευθερόω， eleutheroō，意思是to 
set free, cause someone to receive liberty or freedom

• 基本的意思就是被释放，使摆脱束缚和控制。

• 作为动词在新约圣经出现7次，约翰福音8: 32，36，罗马书 6: 
18，22；8：2，21；加拉太书5: 1。



如何得到真自由？

•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 32）

• 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 36）

• 得到真自由的途径：
• 1）靠真理
• 2）靠神的儿子



如何得到真自由？

• 真理：(1)客观方面，指神的话，神的道；
(2)主观方面，指耶稣基督自己，耶稣自己就是神的道，是真理。

•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
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 14）
•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约翰福
音1: 17）
•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14: 6）



如何得到真自由？
(一)靠真理

•我要自由而行，因我素来考究（寻求）你的训词。（诗篇119: 
45）

•惟有详细察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
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雅各书1: 25）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 17）



如何得到真自由？
(二)靠神的儿子

•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
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
纳人的禧年。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路
加福音4 : 18 -19，21）

•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
靠着得救。（使徒行传4: 12）



如何得到真自由？
(二)靠神的儿子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
不再作罪的奴仆（罗马书6: 6）



如何得到真自由？

•真自由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是受真理限制，在真
理所划定的界限之内运行的自由。



如何得到真自由？

•不存在绝对的自由

•神不是绝对自由的：我们纵然失信，祂仍是可信的。因为祂
不能背乎自己。（提摩太后书2: 13）

•世界本来也不是绝对自由的

•人本来也不是绝对自由的



如何得到真自由？

神给人划了轨道，只要以神为中心，
沿着神设计的轨道，就可以围绕着
神永远自由翱翔

人因为骄傲要按自己的轨道运行，
要以自己为中心，最终的结局就像
流星一样，在堕落中灭亡



如何得到真自由？

•要想有不犯罪的真自由，就
必须把自己限制在基督里，
约束在真理之下



如何得到真自由？

•当一个人把自己完全的交在
神的手中，让神掌管一切，
就能享有充分的自由。



如何得到真自由？

•每个罪人都是浪子，在追求
自己的自由过程中，反而失
去了自由，成了罪的奴隶，
都需要悔改，靠真理和神的
儿子，被天父接纳，得到真
自由。

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15: 11-32



如何得到真自由？

基督徒真的是自由的吗？



如何得到真自由？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8: 28）



如何得到真自由？

•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
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
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里的。（罗马书8: 35-39）

• 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
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腓利比书4: 12-13）



如何得到真自由？

•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
所欲不逾矩。”

-------《论语•为政》

•从心所欲不逾神之道



真自由带来什么权柄 ？
(一)作神的儿女，永远住在神家里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约
翰福音8: 35）



真自由带来什么权柄 ？
(一)作神的儿女，永远住在神家里

•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神的儿女。（约翰
福音1: 12）

•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
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
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
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
马书8: 14-17）



真自由带来什么权柄 ？
(二)摆脱了罪的辖制

• 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
罪的奴仆。（罗马书6: 6）

•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
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和得自由同一个希腊字），使我脱离罪和死
的律了。（罗马书8: 1-2）



真自由带来什么权柄 ？
(三)摆脱了死的辖制

•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
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罗马书6: 8-9）

•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
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
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神的恩赐，在我
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 21-23）



真自由带来什么权柄 ？
(三)摆脱了死的辖制

• 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但各人是按着
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祂来的时候，是那些
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15: 20，23）

• 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
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得胜。（哥林多前书15: 55-57）



真自由带来什么权柄 ？
(四)摆脱了律法的辖制

•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
马书6: 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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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真自由带来什么权柄 ？
(五)摆脱了魔鬼撒旦和一切黑暗权势的辖制

•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
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以弗所书2: 1-2）

•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
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3: 8）



真自由带来什么权柄 ？
(五)摆脱了魔鬼撒旦和一切黑暗权势的辖制

• 祂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歌罗西书1: 13)

•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祂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
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2: 14）

• 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
他。（约翰一书5: 18）



基督徒应当如何使用自己的自由？
(一)不可藉自由继续犯罪，而是要事奉神，

服侍人，荣耀神

• 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作神的仆人。
（彼得前书 2 :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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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5: 13）

•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作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
书10: 31）



基督徒应当如何使用自己的自由？
(二)不可因自己的自由绊倒软弱的人

•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
石。（哥林多前书8: 9 ）



基督徒应当如何使用自己的自由？
(三)遵守有益处，不受辖制和造就人的原则

•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我总
不受它的辖制。（哥林多前书6: 12）

•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哥林多
前书10: 23）

• 原则一：有属灵的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 原则二：不受辖制-----凡事都可行，但无论那一件，总不受它的辖制

• 原则三：要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 1）摆脱了罪，死亡，律法和撒旦魔鬼辖制的自由

• 2）受真理也就是神的道约束的自由

• 3）靠真理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获得的自由

• 4）有权柄作神的儿女，永远住在神家里的自由

• 5）不可用来犯罪

• 6）用来事奉神，荣耀神，服事人

• 7）遵守有益处，不受辖制，造就人的原则

总结：真自由的特征



如何成為一位基督徒
How to become a Christian?

• Admit 認罪：以謙卑的心，向神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愿意悔改归向神。
•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 Believe 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穌為救主，相信他因救贖你而被釘死在十字
架上。
•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羅 3:22）

• Confess 宣告：決志信主，公開表明自己已经信基督為主。
•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稱義；

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9-10）



決志之後After you made the decision…

1. 接受浸禮，歸入基督的名下

2. 將主日分別為聖，敬拜神

3. 研讀聖經，使靈命得著餵養

4. 過團契生活，彼此相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