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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二。圣灵内住，顺着圣灵而行，结圣灵的果子加 5
：16  

参考书：

1。从圣经看圣灵的工作 田雅各编著 

2。圣灵论 葛培理著 

3。认知保罗的圣灵观- 圣灵与神在末世的百姓： 
Paul, the Spirit, and The People of God by 
Gorden D. Fee  / 曹明星译 校园出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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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二。圣灵内住，顺着圣灵而行，结圣灵的果子     

 1。圣灵内住

   A.圣灵是谁？

       B. 怎知道有圣灵内住？

2。顺着圣灵而行

3。结圣灵的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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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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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经看圣灵的工作 田雅各编著：

圣灵的事迹：创造时期；列祖时期；出埃及时期；士师时期；
先知时期； 基督时期；使徒时期

圣灵的使命：代表父神,差遣工人,默示圣经,见证基督,感化世
人,建立教会,帮助信徒

圣灵的名称：真理的灵,圣洁的灵,生命的灵,智慧的灵,能力的
灵,施恩的灵,荣耀的灵

圣灵的标记：圣灵如水,圣灵如风,圣灵如火,圣灵如油,圣灵如
印,圣灵如眼，圣灵如鸽

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居所，圣灵的浇灌，圣灵的洗，圣灵的
充满，圣灵的恩赐，圣灵的启示，圣灵的果子

圣灵的功能：光照，重生，更新，引导，指教，相争，担忧

圣灵的对待：不可抗拒，不可亵渎，不可轻慢，不可熄灭，
应当顺从，应当依靠，应当属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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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二。圣灵内住，顺着圣灵而行，结圣灵的果子     

1。 。圣灵内住

   A.圣灵是谁？

       B. 怎知道有圣灵内住？

• 弗1:13 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
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
的聖靈為印記‧

• 羅8:9 如果上帝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們就不屬肉
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
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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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二。圣灵内住，顺着圣灵而行，结圣灵的果
子     

2。顺着圣灵而行

弗4：30，不可让神的圣灵忧伤。 

帖前5：19，不要熄灭圣灵的感动。

教会合一的途径：

弗4: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
而為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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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二。圣灵内住，顺着圣灵而行，结圣灵的果
子     

2。顺着圣灵而行

决志信耶稣  .vs. 决志顺服圣灵

腓4:13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

主要的思考问题：

在争论或生气中，如何顺服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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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二。圣灵内住，顺着圣灵而行，结圣灵的果
子     

2.（如何）顺着圣灵而行（作参考,请分享）

a。首先要觉察圣灵的感动 

b。圣灵的感动如何出现？

C。圣灵的感动如何被熄灭

d. 如何留住圣灵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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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二。2.  d。如何留住圣灵的感动？

i.如意识到有感动，即刻去做(currie Ten 
Boom)

ii.不要立刻反应，先去祷告

iii.常常提醒自己或被提醒，自己的身份（林前 
10:31） 

iv。生气，有怨言时的处理？把愤怒的情绪，
或者怨言交给神。（Psalm 39:3-4）

v。在这场争论中我可以不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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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二。圣灵内住，顺着圣灵而行，结圣灵的果
子     

3。结圣灵的果子

顺着圣灵的感动而行，所表现出来,使人可以

看到的，感觉到的，或可意识到的结果（表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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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圣灵的果子 -顺着圣灵的感动而行，所表现出来的

结果。（可看到的，感觉到，或意识到）

橘子：从三个角度看

外表：大小，颜色

感觉：不甜，甜，很甜

内部品质：未熟，熟，很熟

圣灵的果子：从三方面看

与神有关的特质；仁爱，喜乐，和平

与人有关的特质；忍耐，恩赐，良善

与己有关的特质（修养）:信实，温柔，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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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一。仁爱 Love；
约一 4:8 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
愛

二。喜乐 Joy：
腓4:4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三。和平，平安 Peace
約14:27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賽26:3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
他倚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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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四。忍耐 Patience
受人恶待而不还击伤害你的人

五。恩慈 kindness
受人恶待时，不止不还击伤害你的人，却以温慈相
待

六。良善 Goodness
受人恶待时，不止不还击伤害你的人，却还要向对
方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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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七。信实 Faithfulness 信用,诚实

太5:37 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人身上最吸引别人的特质是真实或真诚。

人身上最使别人感到困扰的特质是不诚实或虚为。
说话不算话

八。温柔 Gentleness  心理柔和谦卑

雅1:17 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
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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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灵新生命 – 结圣灵的果子  （加5：22-
23）
九。节制 Self-control自我控制，节制是对试探的回

应。

林前6:12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我都可
行、但無論那一件、我總不受他的轄制。

林前10:23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林前10:31 所以你們或喫或喝、無論作甚麼、都要為
榮耀上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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