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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I Cor. 6：19-20 豈不知你們的身
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
來，住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
自己的人； (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
神。



林前I Cor. 6：13：4-8a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
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5)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
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
惡， (6)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
真理； (7)  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8)  
愛是永不止息。



加Gal. 5：16-21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
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17)  因為
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
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
法以下。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
、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
、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
兇殺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
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羅Rom. 7：18-20 我也知道在我裡
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
來由不得我。 (19)  故此，我所願
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
惡，我倒去做。 (20)  若我去做所
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
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1. 前言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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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前I Cor. 6：19-20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
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在
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20)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
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2. 聖靈的樹 Tree of Holy Spirit 

聖靈的工作
The work of Holy Spirit 

a.叫人得生命
To receive life（with you）

b.住在人裡面做人的生命
Indwell to be life（in you）

c.降在人身上叫人得能力
Come down to be life（upon you）



3. 聖靈的果子
Fruit of Holy Spirit 

加Gal. 5：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
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 (23)  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
律法禁止。

a.與神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God

b.與人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man

c.與己的關係 Relationship with self



4. 結果子應有的態度
Attitude to possess about bearing fruit 

a.渴慕 desiring

b.親近神 drawn near to God

c.看見自己的貧窮 see poverty in self

d.樂意被修剪 willing to be pruned

e.禁止情慾的事 restrain from lust



4. 結果子應有的態度
Attitude to possess about bearing fruit 

加Gal. 5：16-21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
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17)  因為情慾和聖靈
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18)  但你們若被
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19)  情慾的事
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
、結黨、分爭、異端、 (21)  嫉妒（有古卷加
：兇殺二字）、醉酒、荒宴等類。我從前告訴
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
承受神的國。



5. 結語 Conclusion 

羅Rom. 7：18-20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就
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
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19)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
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20)  若我去做所
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
裡頭的罪做的。



祂能改變祂能改變祂能改變祂能改變 He Is Able to Change (HI)

讓我們同心敬拜讓我們同心敬拜讓我們同心敬拜讓我們同心敬拜 創造天地的主創造天地的主創造天地的主創造天地的主，，，，
讓我們齊聲頌揚讓我們齊聲頌揚讓我們齊聲頌揚讓我們齊聲頌揚 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全能的神全能的神；；；；

用用用用大信心來讚美大信心來讚美大信心來讚美大信心來讚美 主的慈愛長存主的慈愛長存主的慈愛長存主的慈愛長存，，，，
祂要醫治祂要醫治祂要醫治祂要醫治 祂要拯救祂要拯救祂要拯救祂要拯救
釋放被擄的人釋放被擄的人釋放被擄的人釋放被擄的人。。。。

Let’s worship together 
the Creator of heaven and earth

Let’s sing praise together to Almighty God
By faith we give our praises, 

His love endures forever
He will heal. He will save 

And deliver all the cap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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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能改變祂能改變祂能改變祂能改變 改變改變改變改變 使水變成酒使水變成酒使水變成酒使水變成酒，，，，
祂能改變祂能改變祂能改變祂能改變 改變改變改變改變 化苦為甘甜化苦為甘甜化苦為甘甜化苦為甘甜；；；；
當我們心未感覺當我們心未感覺當我們心未感覺當我們心未感覺 眼未看見之前眼未看見之前眼未看見之前眼未看見之前，，，，

祂已開始祂已開始祂已開始祂已開始 祂已運行祂已運行祂已運行祂已運行
祂正在成全祂正在成全祂正在成全祂正在成全。。。。

He is able to change, change water to wine
He is able to change, change bitter to sweet

Even before we feel in our hearts, 
or see with our eyes

He has begun. He made the move.
He is fulfilling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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