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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程简 介

圣灵与丰盛的生命

一位英国著名的基督徒科学家，有一个很亲近的朋
友，这个朋友向他表达了对基督教的怀疑，并阐述了自己
关于人的本性的见解。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内在的

自我完善的力量，这种自我完善的力量，使他们最终可以
达到完美的程度。这位科学家强烈地反对这一见解，他阐
述说，历世历代以来，无数的人试图改善他们自己，但是
他们都失败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这位科学家决定让他的美
丽花园的一部分，一直保持无人照料的状态，而对花园的
其余部分，则每天都精心培植照料。很快，没有得到照料
的花园便杂草丛生，各种鲜花因为缺乏水分和照料而枯干

凋谢了。当他那位朋友看到花园的这一部分时，他问这位
科学家： “你为什么忽略了对花园中这一部分的照料？ ”

“我一点也没有忽略它，”科学家说，“我只是在实践你
的关于生物自我完善的原理。 ”

正如这位科学家用上述例子所说明的实际教训那样，
美好的性格就象美丽的花园一样，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基
督徒的性格，是圣灵在信徒里面结出果子的时候所培养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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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加拉太书 5：22-23 中所描述的圣灵的果子，是圣
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结果。加拉太书 5：22 中的果子
（ fruit）一词所用的是单数形式，表明了主耶稣基督的性
格，体现了圣灵果子的九种品质的和谐统一。

在一个基督徒属灵重生的时候，他便与基督有了密切
的关系。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又荣耀和得胜地复活，
我们便与祂同死，并把旧我本性中的邪恶东西，埋葬在十
字架上。我们充满活力和圣洁的新生命，体现了我们救主

的性格和本质。
在加拉太书第 5 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旧我的邪

恶本质（情欲的事，见加拉太书 5：19-21）和在基督里
的新生命（圣灵的果子，见加拉太书 5：22-23）的清晰

描述。这是神为祂的孩子们设计的福杯满溢、硕果累累的
生命——丰盛的生命。

本课程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学习 “仁爱 ”、 “喜乐 ”
和 “和平 ”这三种品质，它们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直接结

果，或者说，是我们面对天上的生命。第二单元聚焦于 “忍
耐 ”、“恩慈 ”和 “良善 ”这三种品质，它们是通过我们与他人
的关系来培养形成的，是我们外在的生命。第三单元阐述
了基督徒所具有的 “信实 ”、 “温柔 ”和 “节制 ”的果子，它们

反映了基督徒的内在生命。当信徒顺服住在他里面的圣灵
的带领时，他可以生发出基督徒性格中的所有这些品质，

在本课程中，“圣灵的果子 ”一词，指的是加拉太书 5：
22-23 中所列举出来的基督徒性格的九种品质。然而，为

了便于识别，有时候我们会把这九个方面的品质中的一
个，称为圣灵的果子，如 “喜乐的果子 ”，或 “节制的果子 ”。
请记住，每一种品质，都只是圣灵的果子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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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简述

《丰盛的生命：基督徒性格的研究》是一门研究加拉
太书第 5 章和其他相关经文的实用课程。本课程强调了基
督徒品质的培养，以及这些品质在基督徒关系和事奉中的
具体体现。在描述圣灵果子的这九个方面时，特别突出了

圣经中的阐释和例子，并强调了把这些特性与基督徒个人
生命联系起来的各种实际应用。本课程将帮助学生理解基
督徒结果子的原理，以及持之以恒地培养基督徒性格的必
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作基督徒事奉，得到在

圣灵里的丰盛生命。我们鼓励学生立志在自己的生命中，
培养基督徒性格的各种品质，并在他自己每天的经历中，
体现出这些品质。

课程目的

当你完成本课程的学习后，你应当能够：

1． 列举出圣灵果子的九种品质，并根据圣经中的用法定
义每一种品质。

2． 说明关于结果子、基督的样式、逐渐形成基督徒性格
和基督徒的自由这些圣经概念。

3． 描述在日常关系和经历中彰显象基督一样的性格，指
的是什么。

4． 当你顺从于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时，把基督徒结果子
的原理，付诸于日常生活的实践当中。

关于教材

你将使用《丰盛的生命：基督徒性格的研究》作为本
课程的教材和学习指导书。教材中所引述的经文，都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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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圣经。

关于学习时间

学习每一篇课文实际上需要多长时间，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你开始学习本课程之前，对这一主题的了解，以
及你的学习技巧和学习能力，还取决于你接受自修学习所

必要的指导和推进技巧的程度。因此，安排好你的学习计
划和时间，使你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来达到本课程作者所指
定的学习目的，以及你个人的学习目的。

课文结构和学习方式

每一篇课文包括：1）课文标题，2）引言，3）课文

大纲，4）课文目的，5）学习要领，6）关键词，7）课
文进程，包括习题，8）自我测试题（在课文进程之后），
9）习题答案。

课文大纲和课文目的，将使你对该课文的主题有一个

大概的认识，帮助你在学习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
最重要的观点上，并告诉你应该学习哪些内容。

课文进程中的大部分习题，可以在课本中所提供的空
白处作答。较长的答案可以写在笔记本上。在你把答案写

在笔记本上的时候，一定要记下课文标题和该习题的序
号，按照正确的序号来写出你的答案，这将有助于你为准
备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时的复习。

在你完成答案之前，请不要先查看课本后所给出的参

考答案。如果你自己独立完成习题，你将会更好地掌握你
所学过的内容。在你完成了习题之后，请对照课本后所给
出的答案，检查你的答案是否正确。然后，纠正那些你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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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答对的习题。为了使你不至于在不经意间看到下一道习
题的答案，答案是没有按照通常的数字顺序排列的。

这些习题非常重要，它们将有助于你记住课文中所阐
述的主要观点，也有助于你运用所学到的原理。

关于怎样答题

本课程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习题和自我测试题。下面是
关于几种题目类型以及如何作答的例子。如果出现其他类
型的题目，我们将会加以具体说明。

简答题：要求你完成一个句子或写出一个简短的答案。

通常情况下，这种题目会提供一个空白栏以供你作答。

例子：
1 加拉太书是谁写作的？

   使徒保罗     

象上述例子所示范的那样在你的课本中写出其答案。

选择题：要求你从所给出的答案中选择一个答案。

例子：
1 新约圣经总共有：

a) 37 卷书。

b) 27 卷书。
c) 22 卷书。

（有些多项选择题的正确答案不止一个。在这种情
况下，你应该圈上每一个正确答案前面的字母。）

1 新约圣经总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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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7 卷书。
b) 27 卷书。
c) 22 卷书。

是非题：要求你从多个句子中选出哪些是正确的。

例子：

2 下面哪些句子是正确的？
a) 圣经总共有 120 卷书。
b) 圣经是为当今信徒提供的一种信息。
c) 圣经的所有作者都是用希伯来文写作的。

d) 圣灵默示了圣经的作者们。

句子 b 和 d 是正确的。你应该象上述例子中所看到
的那样圈上这两个字母，以表明你的选择。

配搭题：要求你把联系在一起的选项配搭起来，如名称

与相对应的描述，或者是圣经书卷与它们的作者。

例子：
3 把下面领袖名字前面的数字，填写到描述了该领袖做

了某件事情的短句前面。
....a 在西乃山领受了律法。

....b 带 领 以 色 列 人 越 过 了 约 旦
河。

....c 环绕耶利哥城行走。

....d 曾经生活在法老的宫廷里。

1） 摩西

2） 约书亚

短句 a 和 d 指的是摩西，短句 b 和 c 指的是约书亚。
你应该象上述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样，在 a 和 d 的前面写上
1，在 b 和 c 的前面写上 2。

1

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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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本课程的方法

如果你是自学本课程，你所有的功课都可以通过邮寄
的方式来完成。虽然，本课程是为了你的自修而设计的，
但是，你也可以参加某一小组或学习班来学习本课程。如
果你是在某一小组或学习班里学习的，老师可能会在本课

程的要求之外，再加上一些指导。如果这样的话，请你务
必听从他的指导。

或许，你会有兴趣在家庭圣经学习小组中、在教会的
学习班或圣经学院中使用本课程。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一

主题的内容，还是本课程的学习方法，都很适用于上述方
面的学习。

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

如果你自修本课程，或者是与某个小组一起学习或在
某个学习班里学习本课程，你会与本课程一起，收到你的

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你要根据课本中以及学生单元
成绩报告测试卷中的说明来答题。你应该完成测试，并把
答卷交给你的指导老师，以便你的老师修改和对你的学习
提出建议。

关于学习证书

鉴于你成功地完成了本课程的学习，依据指导老师对
你的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答卷的最终评分，你将会领
取到一份学习证书。

关于最终考试的学分

如果你成功地完成了最终考试，你将得到一个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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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须向你的主任递交课程学习注册登记表，具体办理本
课程的学分登记。你的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小册子
中，有关于申请参加最终考试的说明。

关于本课程的作者

安东尼奥 ·吉尔伯佗 ·达 ·西尔瓦（Antonio Gilberto da 

Silva）是一位巴西的被立牧师。在巴西，他担任了他们
教派的总干事，国家主日学校协调人，和关于教义的国家
委 员 会 秘 书 。 此 外 ， 他 目 前 还 担 任 了 巴 西 神 学 大 学
（Brazilian Extension School of Theology）的执行主任，

和里约热内卢浸信会圣经学院的教职。
他著有《在基督里成长》（Growing in Christ）和《主

日 学 校 教 师 手 册 》（ Sunday School Teacher ’s 
Handbook）等著作。现在，他仍然继续为他的教派写文

章和编写主日学校教材。
安东尼奥 ·吉尔伯佗 ·达 ·西尔瓦（Antonio Gilberto da 

Silva）曾在巴西里约热内卢 SUAM 自由艺术学院获得了
学士学位。他定期到巴西全国各地作教导事工。他作为牧

师、教师和作家的经历，为他写作《圣灵的果子》这一课
程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关于你的指导老师

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你的指导老师都很乐意帮助
你。如果你对本课程或学生单元成绩报告测试题有任何问

题，请随意请教你的指导老师。如果有几个人要一起学习
本课程，可以要求为小组学习作特别的安排。

当你开始学习《丰盛的生命：基督徒性格的研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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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神祝福你。但愿本课程能够丰富你的生活和你的基督徒
事奉，并帮助你在基督的肢体里，更加有效地完成你的职
责。



第一单 元

与神有关 的

圣 灵 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