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徒自由
Christian Liberty

02/26/2023 王文堂牧師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Jesus Revolution:

當嬉皮來到你的教會
2

基督徒 嬉皮



Southern Baptists expel 

over 

female pastor
3

Saddleback megachurch

美南浸信會開除馬鞍山教會

原因：按立女牧師



基督徒自由宣言
declaration of Christian Liberty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
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加5:1）



你們蒙召，是要得自由

•弟兄們，你們蒙召是要得自

由，只是不可將你們的自由

當作放縱情慾的機會，總要

用愛心互相服事。因為全律

法都包在「愛人如己」這一

句話之內了。（加5:13-14）



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耶穌對信他的猶太人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

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

由。」（約8:31-32）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

•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

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做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

然。」（可7:6-7）



我們所不能負的軛

•現在為什麼試探神，要把我們祖宗和我們所不能負的軛

放在門徒的頸項上呢？我們得救乃是因主耶穌的恩，和

他們一樣，這是我們所信的。（徒15:10-11）



我們在基督裡的自由

•因為有偷著引進來的假弟兄，私下窺探我們在基督耶穌

裡的自由，要叫我們作奴僕。我們就是一刻的工夫也沒

有容讓順服他們，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們中間。

（加2:4-5）



神跨越人的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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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和罪人一同吃飯

•馬太福音9:10-13

• 耶穌在屋裡坐席的時候，有好些稅吏

和罪人來，與耶穌和他的門徒一同坐

席。

• 法利賽人看見，就對耶穌的門徒說：

「你們的先生為什麼和稅吏並罪人一

同吃飯呢？」

• 耶穌聽見，就說：「康健的人用不著

醫生，有病的人才用得著。經上說：

『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

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我來本不

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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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禁食？

•馬太福音9:14-17

• 那時，約翰的門徒來見耶穌，說：
「我們和法利賽人常常禁食，你的門
徒倒不禁食，這是為什麼呢？」

• 耶穌對他們說：「新郎和陪伴之人同
在的時候，陪伴之人豈能哀慟呢？但
日子將到，新郎要離開他們，那時候
他們就要禁食。

• 沒有人把新布補在舊衣服上；因為所
補上的反帶壞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
了。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
若是這樣，皮袋就裂開，酒漏出來，
連皮袋也壞了。惟獨把新酒裝在新皮
袋裡，兩樣就都保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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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息日做工

•馬太福音12:1-8

•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從麥地經過。他

的門徒餓了，就掐起麥穗來吃。法利

賽人看見，就對耶穌說：「看哪，你

的門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

• 耶穌對他們說：「經上記著大衛和跟

從他的人飢餓之時所做的事，你們沒

有念過嗎…但我告訴你們，在這裡有

一人比殿更大。『我喜愛憐恤，不喜

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

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因為人

子是安息日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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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息日治病

•馬太福音12:9-14

• 耶穌離開那地方，進了一個會堂。那

裡有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有人問耶

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意思是要控告他。

• 耶穌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

安息日掉在坑裡，不把他抓住，拉上

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

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

• 於是對那人說：「伸出手來！」他把

手一伸，手就復了原，和那隻手一樣。

法利賽人出去，商議怎樣可以除滅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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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俗手吃飯

•馬可福音7:1-7

• 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

到耶穌那裡聚集。他們曾看見他的門

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

吃飯…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

的門徒為什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

手吃飯呢？」

• 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

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

他們將人的吩咐當做道理教導人，所

以拜我也是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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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潔淨的

你不可當作俗物

•使徒行傳10:11-16

• 看見天開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塊

大布，繫著四角，縋在地上，裡面有

地上各樣四足的走獸和昆蟲，並天上

的飛鳥；又有聲音向他說：「彼得，

起來，宰了吃！」

• 彼得卻說：「主啊，這是不可的！凡

俗物和不潔淨的物，我從來沒有吃

過。」

• 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

你不可當作俗物。」這樣一連三次，

那物隨即收回天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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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和外邦人

一同吃飯

•使徒行傳10:25-26, 48, 11:1-3

• 彼得一進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

在他腳前拜他。彼得卻拉他，說：

「你起來，我也是人。」…就吩咐奉

耶穌基督的名給他們施浸。他們又請

彼得住了幾天。

• 使徒和在猶太的眾弟兄聽說外邦人也

領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

冷，那些奉割禮的門徒和他爭辯說：

「你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和他們

一同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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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當面抵擋

彼得

•加拉太書2:11-14

• 後來，磯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責

之處，我就當面抵擋他。

• 從雅各那裡來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

邦人一同吃飯，及至他們來到，他因

怕奉割禮的人，就退去與外邦人隔開

了。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裝假，

甚至連巴拿巴也隨夥裝假。

• 但我一看見他們行的不正，與福音的

真理不合，就在眾人面前對磯法說：

「你既是猶太人，若隨外邦人行事，

不隨猶太人行事，怎麼還勉強外邦人

隨猶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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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打破飲食的

禁忌

•羅馬書14:1-3, 17

•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

論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

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

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論斷吃

的人；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

•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

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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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跨越神的界線

Sam
ple Footer T

ext

2/26/2023

20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祭司獻凡火

•利未記10:1-3

• 亞倫的兒子拿答、亞比戶各
拿自己的香爐，盛上火，加
上香，在耶和華面前獻上凡
火，是耶和華沒有吩咐他們
的，就有火從耶和華面前出
來，把他們燒滅，他們就死
在耶和華面前。

• 於是摩西對亞倫說：「這就
是耶和華所說：『我在親近
我的人中要顯為聖；在眾民
面前，我要得榮耀。』」亞
倫就默默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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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烏撒扶約櫃

•撒母耳記下6:3, 6-7

• 他們將神的約櫃從岡上亞比

拿達的家裡抬出來，放在新

車上；亞比拿達的兩個兒子

烏撒和亞希約趕這新車。

• 到了拿艮的禾場，因為牛失

前蹄（或作：驚跳），烏撒

就伸手扶住神的約櫃。神耶

和華向烏撒發怒，因這錯誤

擊殺他，他就死在神的約櫃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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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亞拿尼亞夫婦
欺哄聖靈

•使徒行傳5:1-5
• 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
妻子撒非喇賣了田產，把價銀私自
留下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
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

• 彼得說：「亞拿尼亞！為什麼撒但
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
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田地
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
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
裡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
欺哄神了。」

• 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
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

23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神跨越神的界線

Sam
ple Footer T

ext

2/26/2023

24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至聖所的幔子

•利未記16:2, 31-33

• 要告訴你哥哥亞倫，不可隨時進聖所的

幔子內、到櫃上的施恩座前，免得他死

亡，因為我要從雲中顯現在施恩座上。

• 這日你們要守為聖安息日，要刻苦己心；

這為永遠的定例。那受膏、接續他父親

承接聖職的祭司要穿上細麻布的聖衣，

行贖罪之禮。他要在至聖所和會幕與壇

行贖罪之禮，並要為眾祭司和會眾的百

姓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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幔子裂為兩半

• 那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

初，日頭變黑了；殿裡的幔子從當中裂

為兩半。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

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說了這話，

氣就斷了。（路23:44-46）

• 耶穌大聲喊叫，氣就斷了。殿裡的幔子

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可15:37-38）

• 耶穌又大聲喊叫，氣就斷了。忽然，殿

裡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太

27: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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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又新又活的路

•希伯來書10:19-22

• 弟兄們，我們既因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

入至聖所，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

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

他的身體。

• 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並我們心

中天良的虧欠已經灑去，身體用清水洗

淨了，就當存著誠心和充足的信心來到

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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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耶穌看重生活實踐，不受
人為規矩的約束。以公義
憐憫的心待人，彰顯神的
榮耀，勝過守人的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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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界的啟示



2. 當敬畏神，不可干犯神的
聖潔。領受神的啟示，尊
重神的話語。不可高舉人
的話，不可私意解經，當
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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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加5:1
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8:32

越界的啟示



越界的啟示

3. 因耶穌基督的救贖，神撤
去他與人之間的界線。我
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
恩寶座前，為要得憐恤，
蒙恩惠，做隨時的幫助。
（來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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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自由 Christian Liberty

•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
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
立得穩，不要再被奴僕
的軛挾制。（加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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