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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日下午

聖靈與聖靈的果子
閱讀本週學課經文
約15：1－11；加5：22；林前13；羅14：17；弗5：9；太5：5。

存心節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加5：22－23

聖靈的果子是基督徒生命中最真確的精髓。保羅雖陳列出這果子不同的
九大方面，但它卻是單一的果子，需要以整體來看待。聖靈的果子並不
告訴我們，一個人能藉著屬靈的恩賜或才幹為上帝做什麼，而是表顯
出一個人是如何為上帝而活的，它說明這個人是個怎樣的人。在加5：
22－23所陳列的所有美德，在耶穌身上都有。因此聖靈的果子就是藉著
聖靈的大能，使耶穌基督的生命得以在我們身上彰顯。
聖靈的果子無法僅僅藉由人類自己的努力而獲得。靠著鍛鍊我們的意志
力，是可能產生並表現出一些相同的美德，但是這與聖靈在我們身上所
做的有所不同。我們靠自己所達成的，猶如與真品相較之下的蠟製水
果。蠟製水果是人造的，從遠處看，它們如真品一樣的美麗，但是味道
卻完全無法比得上真品。真的果子不是製造出來的，它是經由一種關係
培育出來的。當聖靈藉著祂寫下的話語，使我們與基督產生連結時，祂
的品格便開始在我們自身的生命中得以彰顯。

■研究本週學課，為2月18日安息日做準備。

星期日

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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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結果子的條件】
閱讀約15：1－11。為何聖靈的果子
是從與耶穌這葡萄樹建立關係而來
的？為何住在耶穌裏如此重要？我們
如何住在祂裏面呢？

成為真正能結果子的基督徒之首要
祕訣，就是要住在基督裏。離了基
督，我們無法結出真正的聖靈果
子。聖靈的果子不是由外加給我們
的，而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們裏面
的結果。在約15：1－11，耶穌告
訴我們多結果子，乃是基督這個葡
萄樹的生命，流露在信徒的枝子中
的結果。這果子的生長是上帝透過
耶穌基督做成的工作。
信徒的責任是住在基督裏面。當基
督住在我們的思想中，祂將會透過
我們的行為得以彰顯。耶穌在我們
裏面活出祂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將
在我們身上重現，使我們能反映祂
的品格。
聖靈的果子是耶穌的品格，藉著聖
靈在基督的跟隨者身上展現。當基
督住在我們裏面時，我們將會「順
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
了。」（加5：16）
耶穌這麼說：「這樣，凡好樹都結

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子。好
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
果子。」（太7：17－18）。好果
子是我們透過聖靈住在耶穌裏自然
產生的。當我們與聖靈合作，留意
祂在我們心中內在的提醒時，就有
聖靈的果子在我們的生活中顯為證
據。我們品格將會轉變，並從我們
的所言所行，甚至從思想方面反映
耶穌基督的品格。聖靈將賜給我們
能力去過得勝的生活，並且發展出
上帝的兒女所特有的美德。
在提後3：5中，使徒保羅形容那些
「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
意」之輩。宗教信仰的生活和被聖靈
充滿的生活之間有什麼不同？我們如
何知道我們自己過的是哪一種生活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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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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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果子】
閱讀加5：22和林前13章。為何愛
是聖靈果子中的第一項，也是最重
要的一項呢？愛如何影響果子中的
其他項目呢？

在聖靈果子的各種特性中，愛恰如
其分的為首為尊，並滲透在整個果
子中。在某種意義上，其他陳列
出的品質均可被視為是愛的各種
樣貌。因為上帝就是愛（約一4 ：
8 ），基督徒的美德中最大的就是
愛（林前13：13）。上帝的愛是其
他一切良善的基礎和源頭。上帝的
愛是藉著聖靈澆灌在我們心裏面的
（羅5：5），愛證明了我們是上帝
的兒女。
這種愛遠超過純粹是人與人之間的
感情，它無法藉由人的努力而產
生，而是住在基督裏面的結果。這
樣的愛是慷慨的、不配得的，其本
身就具有改變的能力。神聖的愛具
有溫柔卻又強而有力的特質，引領
罪人悔改，並喚醒對更美好事物的
渴望。愛具有聯合的能力，甚至可
以聯合那些以前曾是仇敵的人（路
6 ： 27 ；羅 5 ： 8 ）。因此，藉由我
們對彼此的愛，世人將知道基督徒
確實是耶穌基督的跟從者（約13：

35）。愛的果子也將引領基督徒對

他人表以理解和同理心。
沒有愛，即便最優越的恩賜也算
不得什麼。愛卻是將聖靈果子中
所有其他的美德完整結合起來的
黏著劑，並使我們一切所做的是
可信的。有趣的是，在林前13章中
對愛的偉大描述，剛好是夾在12章
和14章中間。這兩章描述聖靈的恩
賜，而第13章則是描述愛：聖靈的
果子。沒有愛，即便有優越的恩賜
也是徒然。沒有聖靈的果子，聖靈
的恩賜是毫無能力的，也無法產生
上帝所願賜予的祝福。而愛是黏著
劑，將聖靈果子中的其他所有美德
結合成為一個整體，並且顯明我們
一切所行的真實性。
你的生活在哪方面缺少愛的品質呢？
請求聖靈用愛來充滿你，並用愛來對
待你日常生活中面對的人們。請記得
上帝也透過其他的人來愛我們。你如
何向他人展現愛呢？愛如何影響在聖
靈果子中提到的其他美德呢？

星期二

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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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樂、和平、忍耐】
羅14：17說：「因為上帝的國不在
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
靈中的喜樂」。也就是說，喜樂是
對上帝的祝福，以及祂偉大的慈憐
和赦免，一種出於愛的回應。
現今人們的喜樂常著重於地上的事
情，並且被環繞在我們周圍的情況
所影響。然而以聖靈的果子為根基
的喜樂，則是著重在上帝身上，和
祂為我們所成就的事上。它並不
受周圍情況所驅策。身為上帝的子
民，我們應當要喜樂。這並不是指
我們需要一直微笑，雖然友善的微
笑勝過千言萬語。但是因著我們對
上帝的信靠，我們將有豐富的原由
用說不出的喜樂，因上帝在我們身
上為我們所做的而歡欣快樂。聖靈
的喜樂乃是活潑的信心所產生的結
果。
閱讀約14：27和羅14：17和平如何
與聖靈的工作相關聯呢？

和平比喜樂更持久，和平是因在主
耶穌基督裏得以稱義的信心所產生
的結果（羅5：1）。當我們與上帝
和好時，聖靈會引導我們也與他人
和好，並有耐心。因為賜平安的上
帝藉著聖靈必與我們同在（腓 4 ：

9 ），我們將不會對他人爭吵或懷

恨，反而我們會尋求與眾人盡可能
的和平相處（羅12：18）。
閱讀彼後3：9，忍耐如何反映出上帝
的品格呢？

忍耐不是人類天生的性格，忍耐是
能容忍他人或是環境，甚至是當事
情不盡如人意的時候。然而即便在
試驗中，我們並不孤單。上帝藉著
聖靈支持我們，並培養忍耐之心，
此乃在末時信徒的獨特標記（啟
14：12）。只有那些懷有值得追求
的目標者才能夠忍耐。
喜樂、和平、和忍耐，在你生活中，
你活出這果子的程度有多少？你在哪
些方面需要更加努力呢？

page

50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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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慈、良善、信實】
閱讀林前13：4，為什麼真正的恩慈
對別人有如此正面的吸引力呢？你從
何處看見上帝對待人類的恩慈呢？

閱讀加5：22，為什麼在與上帝同行
的基督徒生活中，可靠和信實是很重
要的呢？

「恩慈」經常被用來形容上帝是如
何對待祂的子民，恩慈同時也形容
了我們如何對待他人的過失。上帝
可以很嚴苛的對待我們所犯的錯，
但是祂對待我們就像慈父對待一個
學習中的孩子（何11：1－4）。也
許再沒什麼是比不仁慈更使基督徒
的見證和事工不足為信的了，恩慈
無需花費金錢，但卻能打開通往人
心之門。不管別人犯了什麼錯，無
論我們有多充足的理由去指責，我
們都無需對他人不仁慈。出於仁慈
的指責，或許是高尚品格最重要的
記號了。

這裏所論及的，是藉著聖靈所產生
信實的性格和行為。信實的意思是
值得信任或是可靠的，信實的人會
完成他們所承諾的事。信實是耶穌
基督的品格，祂被稱為「那誠實作
見證的」（啟1：5），信實也是父
上帝的品格，祂信守祂的應許，
祂的作為也盡都信實（林前1：
9－10：13；帖前5：24；帖後3：
3）。

閱讀弗5：9，在這段經文中還有什麼
是與良善並列的呢？

良善是愛的表現。良善也是聖靈所
結的果子，它包括了善工和善良的
行為。向他人所顯出的良善，是愛
的實際作為。當聖靈住在我們裏
面，在我們與人接觸的時候，便將
流露出真實的良善。

因著我們的信實，我們的生活便反
映出上帝的形像。「上帝所看重的
不是我們獲得的偉大結果，而是我
們行為的動機。上帝珍視良善和信
實，過於所完成工作之偉大。」
― 懷愛倫著，教會證言，第二
卷，原文第510－511頁。

星期四

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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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節制】
閱讀加5：23和太5：5，為何謙和及
溫柔對基督化的領導權是如此重要
呢？

溫柔和謙和不是軟弱，也不是膽怯
或缺乏領導權。相反的，摩西被
稱作是世界上最謙和的人（民12：
3 ），然而他卻是一位能領導上帝
子民，大有權能的領袖。謙和的人
不會喧嚷、爭吵、或自私好鬥。相
反的，他們以溫柔的精神來服事。
謙和可以是內在的信心和自信由外
表現出來，這當然不是出於自己的
力量，而是出於上帝在我們裏面作
工的力量。很多時候，那些吵鬧、
喧嚷、和張揚的人們，是在掩飾他
們的不安和恐懼。
閱讀加5：23和箴16：32，當我們不
設法自制，會有什麼樣的不幸臨到
呢？倘若我們在生活中能自我控制並
節制時，我們會得到什麼樣的祝福
呢？

聖靈果子中的最後一項是節制或自
制。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要謹慎
看待的項目，有誰不曾在不同方面

竭力想要自制呢？在一個人能掌管
一座城市、一個社區、或一間教會
之前，此人必須先能掌控他或她自
己的心志。真正的節制不僅是能控
制飲食，更是能掌控人生的每一層
面。
以上提到的所有項目都是單一聖靈
果子的一部分。當《聖經》描述上
帝在我們生命中的工作時，關乎道
德的聖潔，較上帝所賜的個人恩賜
更為重要。在各個方面都具有基督
的樣式，才是在信徒的生命中真正
重要的。因為聖靈的果子是各處所
有信徒共同的記號，能使祂的教會
產生眼所能見的合一。
想想你的生活中有哪些需要更加自制
的地方。也許是在某一方面需要特別
加強，但在另一方面則沒有那麼需
要。為什麼藉著上帝的能力，在各方
面都能加以控制是很重要的呢？把你
的答案帶到安息日學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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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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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資料
「若使用現代語言，加5：22－23
的經文可以這樣來詮釋：『聖靈的
果子是親切可愛的性格，開朗的精
神和愉悅的性情，祥和的心靈和安
靜的舉止，在惱人的情況中或面對
挑釁的人所具有的寬容忍耐，同理
的眼光和機智的相助熱忱，慷慨的
判斷和具有大愛的善舉，無論何種
情況都忠誠可靠，因他人的喜樂忘
我的謙卑，凡事能自我約束和自
制，此乃完全的最終標記。這樣的
品格就是聖靈的果子，果子一詞包
含了一切。不是藉著努力，乃是藉
著遵守；不是因著擔憂，乃是因著
信靠；不是憑著行為，是憑著信
心。』」―查德威克，亞瑟‧瓦
金頓‧品克，《聖靈》（貝林漢，
華盛頓：樂高斯《聖經》軟體），
第30章。
「如果真理的愛存在你們心中，你
們就會談論真理。你就會談論你在
耶穌裏有福的指望。如果你有愛在
心中，你就會力求堅固你的弟兄，
在最聖潔的信仰上建造你的弟兄。
如果講出去的話語有害于你朋友或
弟兄的品格，千萬不可鼓勵這種邪
惡的話語。那是敵人的工作。要仁
慈地提醒說話的人，上帝之道禁止
這樣的談吐。」― 懷愛倫著，
《你必得著能力》，原文第76頁。

討論問題
1 在課堂上，討論星期四學課最後
提及關於需要自制的問題。如果我們
是靠恩典得救，為什麼勝過罪惡是如
此的重要呢？畢竟福音不就是赦免罪
過嗎？同時想一想猶大的性格，貪婪
的罪為他帶來什麼後果呢？我們可以
從他的例子中，學習到什麼有關需要
得勝的問題之答案呢？以下懷愛倫所
說的，如何幫助我們明白需要得勝的
問題呢？「一項偏頗的性格特質，或
是一絲不願捨棄的罪惡慾望，終將會
抵消福音的一切權能。」 ― 《教
會證言》，第五卷，原文第53頁。
2為什麼聖靈的果子比任一項聖靈的
恩賜更為重要呢？
3 在課堂上大聲誦讀林前13章，並
討論其意義。保羅為何要如此的強調
愛呢？我們怎樣學習用保羅所說的方
式去愛人呢？為什麼向自我死去，並
住在基督裏是如此重要，尤其是在
愛那些我們實在不喜歡的人的時候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