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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 羅馬書第一、二章
猶太人、外邦人都在神的忿怒以下

• 羅馬書第三章前半部
神并沒有不公義，祂賜下律法是要見證祂的公義
，叫人知罪

• 羅馬書第三章后半部
神的救贖進程（救恩的转折点）



回顧
• 羅馬書第四章

舊約中因信稱義的實例

• 羅馬書第五章

因信稱義不但與神和好，更因基督得永生

• 羅馬書第六~七章

恩典藉著義作王，使我們與基督同死同復活，
使我們成爲義的奴僕，使我們從律法中解脫



見證分享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
因信神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為我捨己。』

加2:20



羅6-7章
一、恩典作王的前提——與基督同死
（羅6：2~14）

二、恩典作王的結果——使我們成為義的奴僕、
使我們從律法中得解脫
（羅6：15~7：25）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感謝神，靠
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因為賜生命
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
罪和死的律了。』

羅7：24~25，8：2



羅8章
三、恩典作王的保證——順服聖靈
（羅8：1~39）

1. 聖靈賜生命，將我們釋放（羅8：2~13）
2. 聖靈賜我們神兒子的名分（羅8：14~17）
3. 聖靈幫助我們在苦難中盼望將來的榮耀

（羅8：18~30）
4. 聖靈給我們神愛的確據（羅8：31~39）



羅8：2~11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
罪了。



羅8：2~11
爲什麽在基督裏就
不定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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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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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
罪了。

聖靈憑什麽能在基
督耶穌裏釋放我們？

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
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

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
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
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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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
狀，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
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羅8：2~11
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
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6 體貼肉體的，就
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7 原
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
的律法，也是不能服，8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
能得神的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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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
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6 體貼肉體的，就
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7 原
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
的律法，也是不能服，8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
能得神的喜歡。
9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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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督若在你們心裏，身體就
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11 然而，叫耶
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叫
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也必藉着住在你們
心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聖靈賜生命，將我們釋放
1.聖靈的律賜生命的基礎——基督救恩，聖靈主
導我們的生命（8：3~4）

2.聖靈的律賜生命的原因——體貼肉體就是死，
體貼聖靈就是生命平安（8：5~8）

3.聖靈的律賜生命的結果——靈因義帶來生命（
今生），必死的身體也因聖靈變成復活的身體
（將來）（8：9~13）



聖靈賜生命，將我們釋放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
順從肉體活着。你們若順從肉體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着。』

羅8：12-13

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就是讓我們的生命被
聖靈主導。



聖靈賜我們神兒子的名分
1. 被聖靈引導的人知道自己是神深愛的兒女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
羅 8:14

我們的生命若是被聖靈主導（靠著聖靈治死身體
的惡行），就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



聖靈賜我們神兒子的名分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心，仍舊害怕；所受
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

羅 8:15-16

“阿爸，父！”—— 亞蘭語abba，類似“da-
da”，是一種對父親原始的稱呼，出自infant，
帶著完全的信任、平安和穩妥。這是基督徒被聖
靈主導，成爲神兒女之后的真實寫照。



聖靈賜我們神兒子的名分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
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
同得榮耀。』

羅 8:17

神使我們與基督同爲後嗣，將來要在基督裏承受
神應許的產業。但保羅也清楚地説明：神的旨意
是讓我們今生與基督一同受苦，將來與祂同得榮
耀。接下來，他進一步講述將來的榮耀與今天苦
難的關聯。這是他從5:1~11就講到的問題。



聖靈幫助我們在苦難中盼望
將來的榮耀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
耀就不足介意了。……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
勞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
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着兒子
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我們的軟弱
有聖靈幫助；……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
我們禱告。』

羅 8:18-26



生產之痛

保羅在字裏行間用了一個懷孕生產經歷陣痛的比
喻來説明現今的苦難和將來的榮耀的關聯。



聖靈幫助我們在苦難中盼望
將來的榮耀

『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
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裏歎息，等候得着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
身體得贖。……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
替我們禱告。』

羅 8:18-26

生產之痛有盼望——新生兒
降生

現在的苦楚有盼望——將來
的榮耀

生產之痛推動新生命降臨 現在的苦楚叫我們越來越
像基督

生產之痛每經歷一次，就
離新生兒降生更近一步

現在的苦楚每經歷一次，
就離身體得贖更近一步



聖靈幫助我們在苦難中盼望
將來的榮耀

1. 受造之物在苦難中呻吟（19-22）
a) 虛空——指這個世界的萬物都在衰殘，分崩離析，這不是

神最終要成就的旨意
b) 受造之物在苦難中呻吟，是爲了等候神的衆子顯出來

2. 基督徒在苦難中軟弱，呻吟（23-25）
a) 在苦難中的軟弱，是每一個基督徒在世上真實的寫照
b) 然而保羅安慰我們：“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聖靈幫助我們在苦難中盼望
將來的榮耀

3. 聖靈在我們的軟弱中幫助我們（26-30）
a) 聖靈不是幫助我們離開軟弱，而是在我們的軟弱中幫助

我們。我們不曉得怎樣禱告，聖靈照著神的旨意，用無
可言喻的呻吟嘆息替我們代求——幫助我們在苦難中把心
中最大的痛苦帶到神面前

b) 聖靈的歎息是與我們認同（就像耶穌與哀哭的人同哀哭
），祂是站在我們身邊的代求者、安慰師，保守我們不
至於失去信心，我們並不孤單！



聖靈幫助我們在苦難中盼望
將來的榮耀

3. 聖靈在我們的軟弱中幫助我們（26-30）

c) 基督徒若經歷苦難如何向神禱告？
• 向神袒露你真實的軟弱
• 謹記聖靈最能體會你的痛苦

• 渴望神的旨意成就（哪怕還不知道神的旨
意是什麽）

聖靈會在苦難中賜下能力和安慰，在懷疑中賜下
確據。所以，保羅有接下來的一段贊歌！



聖靈給我們神愛的確據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敵擋我們呢？ 』

羅 8:31

1.神不顧惜祂的獨生子，爲我們衆人捨了（32）

2.神稱我們為義，勝過魔鬼的控告（33）

3.神不再定我們的罪（34）

4.任何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神的愛隔絕（35-39）



總結
三、恩典作王的保證——順服聖靈
（羅8：1~39）

1. 聖靈賜生命，將我們釋放（羅8：2~13）
2. 聖靈賜我們神兒子的名分（羅8：14~17）
3. 聖靈幫助我們在苦難中盼望將來的榮耀

（羅8：18~30）
4. 聖靈給我們神愛的確據（羅8：31~39）



總結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
從肉體活着。你們若順從肉體活着，必要死；若靠
着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着。”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

“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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