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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神的果实 – 温和(Goodness) 
 
引言 

论到天主是良善, 就得从圣经看他做了什么? 

论到天主是温和,要问: 他怎么做? (芳法论) (手段) 

温和: 这是天主隐藏的特质,不直接而间接地凸显他的温和.例如: 咏 33:5 “他爱

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 指他含盖大地. 咏 34:8 “在那敬畏上主的

人四周，有上主的天使扎营护守。” 指他扎营护守. 咏 119:68 “你是慈善的，好

施仁惠，求你给我教授你的规矩。” 指他教导规律.  

天主的做法是温和,慢性,不急动,不侵犯,不攻击,充满耐性. 

温和: 按英文圣经是用 Goodness. 这字有两个重点; 1. 常是为别人的好, 并使他

人结好果实. 2.他所赐的好处是远远超过人所想到的, 甚至他不按哲理和判断赐于

人好处. 

 

 

耶肋米亚 32:40-42 

“ 与他们订立一永久的盟约，再不离弃他们，为他们谋幸福，将敬畏我之情赋於

他们心内，使他们不再离开；我乐意好待他们，专心致志将他们安顿在这城 。 因

为上主这样说：我怎样给这人民招来了这一切大灾祸，也要同样给他们招来我预许

的一切幸福。” 

耶肋米亚 32 整章是天主藉耶肋米亚向犹大王说话,这时巴比伦已经攻进耶京.犹大

王与耶肋米亚都被囚禁在宫内,无法逃出. 耶肋米亚的预言是关于百姓都要被俘虏

到巴比伦,同时也说到虽然如此,天主仍然与百姓同在巴比伦. 

- 甚至于[不离开他们]; [为他们谋辛福]; [乐意好待他们]; [将他们安顿] 

- 天主使他们面临大灾祸; 后天主也会替他们收摊. 

- 大灾祸的目的,及 终的目标还是对人有益处; 虽然眼前看到的暴力是人为的,

是悲剧, 是可怜……但 后天主还是温和的,天主的行为,他的伟大含盖这一切. 

 

玛窦福音 7:11                                                           

“你们纵然不善，尚且知道把好的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之父，岂不更

将好的赐与求 他的人?”    

– 天主不自私,你不向他讨,他已知道你的需求. 因为天主这位慈父了解,照顾并安

慰他的子女. 如果人能了解, 能去照顾, 能做到安慰,何况天主呢? 

– 耶稣说到, 人纵然不比天主那么善(甚至于也可以说人是恶), 能知道给儿女好

的, 何况天主那么全善全真全美,难道不会给好的吗? 

– 天主赐下的都是好的,而且是为别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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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徒大事录 14:17                                                                 

“但他并不是没有以善行为自己作证，他从天上给你们赐了雨和结实的季节，以食

物和喜乐充满你们的心。”  

- 当保禄和巴尔纳伯在依科尼雍向外邦人传教时,说到天主是万民的天主, 是犹太

人也是外邦人的天主. 他创造天地,海洋与万物. 他赐下雨季, 食物添满人心. 

- 他所做的远远超过人所想到的.他的大能使人无法测量.他能不按人的哲理,也不

判断人; 为万民的益处,他所赐下的恩惠不但证明他是仁慈,也同时是温和的天

主. 

 

救恩是天主所赐                                                        

我的救恩是天主所赐的,不是处于自己的努力/值得/配得.而是因为天主是温和的. 

他赐下圣神来领我们度圣善的生活.以下有 5本书值得去默想天主伟大的温和: 

一.弗 2:20 – 我们只是天主的化工,为的是做天主的善工.我们活着就是要做天主

的善工(圣经说在善工度日). 我们成为基督徒,那是因为恩宠,不是处于能力/努

力/聪明或做了什么好事.不过为了彰显出天主的恩点在我们身上,只有在善工表

达出天主的温和本质.我们能做是因为天主先在我们身上动了工. 

二.格后 9:8-9 – 我怎么知道我有恩典? 我怎么知道我能做这么多? 这一章说丰厚

的赐下恩典,使人在一切事上十分充足,能行各种善事.但是人不动,怎么会体验

到天主呢? 就是因为天主是温和的,人要在行动(善工)中体验天主. 一个人给得

多,体验得多,给得少就体验到少. 

三.哥 1:9-10 –我们为你们祈祷，求天主给你充分的认识，你的行动事事叫天主喜

悦，在一切善功上结出好果实，在他的恩典下进展，天主是温和的.这温和只有

在时间中去体验,在此保禄在为他们求,希望在时间内,大家能体验到天主的温和. 

这温和只有在行动和善工表达出来.  

四.弟铎 2:11-14 “的确，天主救众人的恩宠已经出现，教导我们弃绝不虔敬的生

活，和世俗的贪欲，有节制，公正地、虔敬地在今世生活，期待所希望的幸福，

和我们伟大的天主及救主耶稣基督光荣的显现。 为我们舍弃了自己，是为救赎

我们脱离一切罪恶，洗净我们，使我们能成为 的选民，叫我们热心行善。”人

无理由不行善,因为有两个原由: 一. 耶稣自己为我们死, 使我们脱离罪恶,洗

净我们.我们已经是洁净的选民,这因当使我们可积极的行善. 二. 行善的力量

来自圣神, 我们不再被罪恶困绑.天主藉圣神赐下恩宠足够我们去行他的旨意…

弃绝不虔敬的生活,世俗的贪欲…节制的生活,谋求公正…追求幸福….等. 人在

生活上藉圣神的力量能度这种生活…天主的手段是温和的.他不强迫人行善,而

是人在生活中发现这神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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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罗 7:14-25 “我们知道：法律是属於神的，但我是属血肉的，已被卖给罪恶作

奴隶。 因为我不明白我作的是什麽：我所愿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

反而去作。我若去作我所不愿意的，这便是承认法律是善的。 实际上作那事的

已不是我，而是在我内的罪恶。 我也知道，善不在我内，即不在我的肉性内，

因为我有心行善，但实际上却不能行善。因此，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

所不愿意的恶，我却去作。 但我所不愿意的，我若去作，那麽已不是我作那事，

而是在我内的罪恶。 所以我发见这条规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总有邪恶

依附着我。 因为照我的内心，我是喜悦天主的法律； 可是，我发觉在我的肢体

内，另有一条法律，与我理智所赞同的法律交战，并把我掳去，叫我隶属於那在

我肢体内的罪恶的法律。 我这个人真不幸呀! 谁能救我脱离这该死的肉身呢？

感谢天主，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样看来，我这人是以理智去服从天主的

法律，而以肉性去服从罪恶的法律。  

这一章讲到人性的软弱: 按保禄, “我所愿意的，我偏不作；我所憎恨的，我反

而去作。”保禄学到三点: 一.人的智慧不是答案.若你了解了天主的法律,你发现自

己做不到;若你不要去了解,也不是好办法. 二.人靠自己的努力无法克服罪恶,肉性

与心灵永远是在战争,真是不幸? 三. 成为基督徒仍然还要面对罪恶和诱惑. 所以

温和的天主赐给我们圣神的力量是唯一的方法去善度我们的生活.  

 

依撒意亚先知书 1:16-17                                                 

“ 你们应该洗涤，应该自洁，从我眼前革除你们的恶行，停止作孽， 学习行善，

寻求正义，责斥压迫人的人，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  

- 温和的事包含: 自洁,革除恶习,停止作孽,学习行善,寻求正义,为孤儿伸冤,为寡妇

辨护.  
- 温和的事带给别人益处,而且对自己结好果实. 按玛 12:33-35,只有好树结好果,只

有坏树结坏果子. 这一切在于果实, 果子可认出树来. 善绝对不产生恶, 恶也不

会产生善. 两者水火不相容. 同时,善人所收藏的是善, 恶人的库里拿出来的都是

恶. 因此, 温和是善果, 对他人和对自已都是益处. 圣咏也常劝我们要躲避罪恶,
努力行善, 要寻求平安. 这种人是天主所喜悦的….圣咏 34:16 也说到: “ 上主的

双目垂顾正义的人, 上主的两耳听他们的哀声”. 
- 既然温和是善果,基础与圣经有关: 一. 弟后 3:16-17, 罗 13:8-10 – 温和的事符合

圣言,满全法律. 二.罗 12:1.1.7 希 6:10 – 要温和, 目的在此. 三. 伯前 2:12 – 温
和的事光荣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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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温和的圣经章节 

为别人着想: 

一. 格后 8:2 在难中,充满喜乐; 在贫困中涌出丰厚的慷慨 
二. 迦 6:10 一有机会就要向众人行善 
三. 弗 4:29 不可说坏话 
四. 宋 2:44-45 一切公用 

以德报怒 

五. 得前 5:15 不恶报,彼此勉励,互相善待 
六. 玛 5:44 爱仇人 
七. 路 6:27-38 法利赛人,法学士与一名罪妇的不同 

 

罗 12:20-21 “所以：『如果你的仇人饿了，你要给他饭吃；渴了，应给他水喝，因

为你这样做，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 』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应以善胜恶。”为什

么要这样做呢? 

一.不让恶产生更恶,要以恶化为善. 若能原谅别人就不会浪别人有机会以恶还

恶. 

二.能做到这一切会使对方感到惭愧,要改变心情. 

三.以恶还恶不但给对方无益,对自已也无益.就算你改变不了他,至少你减经痛

苦,不加多恶,自己结出温和的善果. 

 

 

林长震神父 

圣伯多禄圣保禄堂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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