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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属灵的果子（下） 

一、导论 

从上一课开始我们一直在探讨加拉太书 5:22-23 所教导的“圣灵的果子”，以及我们该如何在自己的生

命中收获这些果子。为了复习一下，谁可以告诉我们，当我们说“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

对“圣灵的果子”该如何定义？（等待回答） 

 

对，当我们说“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说的是圣灵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中所做的工的成效。怎样区

分圣灵的果子和一个人原本的脾气和性格呢？就是要记住，圣灵的果子是我们的肉体原本没有的，

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借着我们努力地、付代价地跟随基督而结出来的。让我们一起来读加拉

太书 5:22-23：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

没有律法禁止。 

 

上周我们简短地对加拉太书做了一个概览，加拉太书提醒我们，我们是单单靠着恩典得救，即便我

们的好行为、讨神喜悦的努力，也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后我们的行动，我们同时蒙召主动地藉着

属灵操练而收获圣灵的果子。因着我们在结出圣灵的果子这件事上应当付出的努力，我们也应当期

待收获。现在，我们要接着讲到下一个圣灵的果子：“恩慈”。 

 

二、圣灵的果子 

下面我们就开始学习其他的圣灵的果子。 

5. 恩慈 

a. 恩慈不是什么 

你可能认为恩慈是很友善、从来不说批评人的话、总是鼓励人，是吗？但圣经中的“恩慈”虽然

有这些意思，但是有更丰富、深远的意思。有很多人友善、不批评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

己的好处，为了自己不得罪人，而不是真的出于爱。你有没有称赞一个人，目的是为了让他

喜欢你？你是否曾经给过一个人礼物，期待他用另一种方式回报你？这些都不是恩慈。 

圣经中有很多这种虚假的“恩慈”。雅各对以扫很有“恩慈”，他为以扫煮了汤，一个男人为另一

个男人煲汤，者不是很有爱心吗？但是神的话清楚地揭露雅各的内心——他想要得到以扫长

子的名分，煲汤只是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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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恩慈是什么 

合乎圣经的恩慈是恰恰相反的。恩慈是给人爱和祝福，即便那个人不会回报你，甚至对你不

好。“恩慈”这个词在希腊文中的词根意思是“祝福别人”。 

想想圣经中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吧，在这个比喻中祭司和利未人都毫无恩慈。但是那个撒玛

利亚人，则带着恩慈，愿意去帮助那个受伤的人。他的确付诸行动了，不是为了得到任何的

好处。这是真恩慈，这荣耀神，也讨神的喜悦。 

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恩慈的神，我们可以在福音里看到这一点，保罗在提多书 3:4-5 这样讲到神

的恩慈： 

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

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 

耶稣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无私地舍己，祂看到所有受造的人都悖逆、陷入罪中，并且敌对神，

祂仍然差派祂的儿子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并且付上了极大的代价——耶稣为

我们的罪、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真正的恩慈。 

 

c. 如何收获恩慈？ 

我们怎样能够收获恩慈呢？首先，要成为有恩慈的人，我们首先要成为谦卑的人。骄傲的人

总是认为别人比他少一些价值，骄傲的人从来不愿意走下来、牺牲自己，做一些我们考虑的

服事，一个骄傲的人和耶稣正好相反，耶稣有意地降卑，为要向他的仇敌——例如我和你—

—表明神的爱。 

同时，要成为有恩慈的人，我们必须避免属灵的个人主义。一方面，我们是作为个人而得救

的，透过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同时，救恩也使我们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成为基督身体的一

部分。正如哥林多前书 12 章 24-25 中保罗所说的： 

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 

作为基督徒，神给我们每个人恩赐，但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彼此服事，也共同地向这个不信的

世界展现神的恩慈，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见证祂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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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良善 

a. 良善不是什么 

世俗的良善就如恩慈一样，很多时候表面看起来很友爱、很友善、很好心，其实下面藏着很

多自私和自我的动机。圣经中的良善绝不是虚伪或者伪善。神在圣经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祂恨恶虚伪、恨恶奉承、恨恶厚颜无耻。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神就责备祂的百姓以色列人是

不真诚地敬拜祂，是虚伪的。我们看以赛亚书 1:13-14：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

所憎恶的。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

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 

在新约圣经中，我们有一个很糟糕的例子，就是亚拿尼亚和撒非喇，在使徒行传 5:3-5 中，丈

夫和妻子卖掉了他们的产业，并且把所得的一大部分拿到教会来奉献。但是，因为他们的虚

伪，他们想要别人称赞他们属灵，他们就说他们把所有的收入都拿来奉献了。彼得告诉他们

说，他们是在向神撒谎，他们就立即被神击打死亡了。 

神恨恶虚伪的良善，这一点应当让我们思想我们在生活中是否表现出伪善来。我们有没有选

择一些大家看得见的、会称赞的服事？我们的灵修比别人长的目的是为了展现自己更属灵？ 

 

b. 良善是什么 

真实的良善是在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上都追去圣洁。良善就像公义一样，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

们的行动。新约教授史瑞纳这样写道：“有神的灵内住的人同时得着力量去活出道德上的美好，

他们的优雅在弯曲悖谬的时代里发出光来。” 

圣经所说的“良善”包括两个主要的含义。首先是“正直”，其次是“行动”。先知但以理就是一个

很好的“正直”的榜样。他的仇敌想要找把柄控告但以理，把他拉下来，但是在但以理书 6:4 我

们读到： 

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

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 

但以理单单以讨神喜悦作为他事奉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取悦人。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正直

无错的。良善必然带来行动，良善的人不仅自己心里正直良善，而且一定会做良善的事。在

路加福音 6:35，耶稣说： 



主日学 - 《生命更新》 

 

12_属灵的果子_下（老师）_2017  Page 4 of 8 

 

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

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 

 

c. 如何收获良善 

钟收获良善的方法之一，就是常常地借着神的话语激发你里面对真理、对美善的事、对永恒的事

充满热情。在这点上，背诵经文会对你很有帮助。如果你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它必然会在你的生

命中发出果效来。另一个收获良善的方法，是愿意接受别人的督责和批评。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罪，作为一个骄傲的罪人，我们也不愿意让那些看到我们罪的人指出自己的罪来。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在良善上成长，我们必须愿意聆听和接受指正。罗马书 15:14 种，保罗告诉成

熟的基督徒说，他们要： 

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戒。 

在基督里爱弟兄、爱姊妹，并且乐意让自己借着别人的帮助学习成为良善的人。 

 

7. 信实 

a. 信实不是什么 

不信实就是不顺服神，我们在圣经中常常看到不信实和不顺服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历代志上

10:13， 

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 

在这节经文中，“干犯耶和华”的原文和英文都是“他对神不信实”。然而，在基督徒当中，更常见的

不信实是在顺服上的三心二意。我们愿意顺服神，但是却只顺服一部分，或者选择性地顺服。我

们在玛拉基书里可以看到神怎样回应三心二意的顺服。神的百姓献上不冷不热的祭，神这样回应

他们（玛拉基书 1:8）： 

“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

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我们都知道这一系列反问的答案是什么。这种不信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以表现为懒散、不负责

任、不愿意参与教会服事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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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信实是什么 

信实，就是忠心可靠，就是成为别人可以倚靠和交托的对象。圣经常常让我们看到成为信实

的人是全心全意跟随神话语的前提，即便信实会让我们受损，我们也应当信实。我们在耶稣

身上就看到这样的信实。他相信天父所说的每一句话，看神的话为真理，并且甘心顺服。他

坚韧地跟随天父的命令，直到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知道，对神信实需要他摆上自己的生命，

但是他仍然这样说（路加福音 22:42）： 

“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神呼召我们信实，因为神按着祂的形象造了我们，而祂是完全信实的神。在诗篇 89:2，诗人

说： 

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坚立在天上。” 

 

c. 如何收获信实 

神的信实是完全的，神总是持守祂的承诺，总是成就祂的预言和祂的应许。这也是我们蒙召

要活出的信实。我们可以透过默想经文收获信实。除非你明白神要你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

人和怎样服事祂，否则你不可能对神信实。默想经文提醒我们神有多么信实，我们从圣经中

可以看到神是一个非常信实、成就自己应许的神，这应当帮助我们信靠和顺服神、用我们的

信实来回应神。 

另一个关于信实的动力来自基督和祂再来的应许。耶稣在马太福音 24 章这样说（45-46 节）：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

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 

如果我们都期待基督的再来，我们会盼望基督再来的时候祂会看到我们忠心、信实地在服事

祂。 

 

8. 温柔 

a. 温柔不是什么 

什么是温柔？当我们想到温柔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温柔的人往往被看作软弱的、没有

勇气的人。正如圣灵的其他果子，我们可能有虚假的温柔。什么是虚假的温柔呢？就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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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冲突甘付一切代价。温柔也不是假装谦卑、更不是自我贬低。“温柔”和“谦卑”往往是联系

起来的，温柔是指力量被包裹起来，有限度地、控制地、小心地使用自己的力量。 

 

b. 温柔是什么？  

在旧约中，有一个人被特别地称为是谦卑的人。在民数记 12:3 讲到摩西的时候说：“摩西为人

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为什么圣经这样描述摩西呢？因为摩西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大

有力量的人，但是他控制地、小心地使用自己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圣经这样描述摩西之前，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的权柄刚刚被他的哥哥和

姐姐所攻击。合乎圣经的温柔并不是没有权柄，只是权柄不被用来防卫和攻击。温柔的人把

判断交给神，自己选择用平静、谦卑的方式去回应，因为温柔的人明白神是谁，以及我们在

基督里的身份。 

耶稣是真温柔的好榜样，以赛亚在描述耶稣的时候也同样描述他的温柔，在以赛亚书 42:2-3： 

他不喧囔，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

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 

彼得提醒我们，耶稣的谦卑在十字架上借着福音被显明出来，在彼得前书 2:23： 

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合乎圣经的谦卑是有力量的，但是力量不会被滥用，不会被暴力地使用，不会被强加于人。

相反，力量被用来保护弱者、服事最有需要的人。神在基督里不正是用这样的温柔对待我们

的吗？ 

 

c. 如何收获温柔 

我们可以怎样收获温柔呢？再一次地，我们要从默想神的话语开始，尤其是教导我们应当如

何看待别人的经文。例如在马太福音 12:12，耶稣说人远比羊更有价值，祂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在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正是为了我们这些罪人，耶稣舍己被钉在

十字架上，因着福音的真理，我们每天都碰到的这些人都很有价值。我们应当温柔地对待他

们、用爱心对待他们、小心地对待他们，而不要用暴力或者争竞的态度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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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节制 

a. 节制不是什么 

“节制”是一个带有很多含义的词汇。当圣经讲到“节制”的时候，圣经并不是在说你在日常生活

中必须的意志力——例如控制自己不磨牙、低头做事，或者在某些事上有毅力。我相信在座

的一定有人曾经或者正在向改变自己的某些生活习惯、或者想要坚持做一件事情，甚至也曾

经失败过。是的，这样的自我控制很重要，但不是圣经所说的“节制”。 

圣经所说的“节制”也不是给我们一个跟圣灵无关的解决罪的方法。例如，你在怒气的罪中挣扎，

这个罪就是当事情没有按着你想的方式发展时，你会用人身暴力来应对。现在，你认识到打

人是不对的，你就开始尝试借着语言暴力来发泄愤怒。现在你发怒时不会打人了，改成用很

难听的话骂人了。这不是节制，用一个罪替代另一个罪不是节制，更不是靠着圣灵胜过罪。 

 

b. 节制是什么？  

什么是合乎圣经的节制，或者说是自制呢？圣经所说的节制是指为了神的荣耀，限制自己远

离罪恶。当我们信靠了基督之后，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全新的人生目标：荣耀神。神给我们圣

灵，圣灵给我们力量能够最终达成这一目标。所以圣灵给我们力量能够操练自制，能够选择

什么是在一切处境下都能最好地达成荣耀神这一目标的选择。 

在使徒行传 23 章，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圣灵充满的自制。在这段经文中，保罗被带到公会受审。

有一个公会的官员要求守卫打保罗的耳光，保罗怎样回应呢？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

你。”在这种情况下，保罗有充分的理由愤怒，因为他受到了不公义的对待，他告诉公会的官

员们，他们应当按照公义来审判。然后又人告诉保罗说，你现在正在对大祭司发怒。保罗立

即顺服神的话语，在 23:5，他说： 

“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 

你看，这是一个不公正的审判，公义不在现场，保罗要面临的可能是一场暴打。但是保罗立

即想到神的话语，并且借着神的话语，他立即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向大家道歉。我们都是

罪人，保罗也是罪人。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保罗一听到神的话语就控制自己并且顺服。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9 章也讲到他的节制，他打了一个比方，把敬虔的操练比作是运动员的锻

炼。运动员为了赢得将来的奖杯而殷勤地训练自己，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9:25 这样说： 

凡较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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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基督徒，我们所要赢得的将来的冠冕是最终灵魂的得救、成圣、得荣耀，和耶稣基督再

来时的喜乐。如果这真的是我们将来的目标，我们会非常渴慕，我们会觉得其他事没有那么

有价值，我们会靠着圣灵的力量控制我们自己不被其他没有那么有价值的事情所吸引。 

 

c. 如何收获节制 

要收获节制，我们首先要收获的是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你在祷告中与神相交吗？你在你的信

心里天天倚靠神吗？你越来越多地爱慕基督的美丽吗？你和救主有亲密的关系吗？让保惠师

圣灵帮助你控制你的怒气，帮助你远离淫念、帮助你远离绝望或者焦虑。圣灵也有能力在你

认为困难或者绝望的领域里帮助你。 

 

三、总结 

当然，我们需要努力地摆上、努力地成长，才能结出这些圣灵的果子来。这个课程就是帮助你结

出这些果子，而收获是需要农夫的努力的。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这是圣灵的果子，不是你的果子。

所以，你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在你的生命中动工，在爱心、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上使你成长。常常为圣灵能够充满你祷告，这样，圣灵的果子就必然从你身上

流露出来。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感想】 

【祷告】 

 

================================  本课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