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書

第十五課…

上一次講過 第六章 信徒和罪的關係，
罪惡的權勢 罪惡的力量 罪在人 裡作王
罪惡的權勢、罪惡的力量、罪在人心裡作王，
信徒怎麼能脫離罪。
第七章 信徒和律法的關係，分成三個段落：
信徒和律法的關係 分成三個段落

信徒與律法之比喻
信徒
與律法之比喻

1-6 用一個比喻來說明
7 13 從全世人的角度，來看跟律法的關係
7-13
從全世人的角度 來看跟律法的關係
14-25 從信徒的角度，來看跟律法的關係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六章 論證的方法跟 七章 的論證有很多相類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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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量、全螢幕

六章 信徒怎麼能夠脫離罪的權勢
信徒怎麼能夠脫離罪的權勢？
六1 這樣，怎麼說呢？

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
目前時間 / 總播映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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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章 信徒怎樣脫離律法的轄制？
七1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

請按

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
管
在活著的時候

開始播放

六章 脫離罪的權勢

七章 脫離律法的轄制

4b 叫我們一舉一動

6 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

有新生的樣式。
7 因為已死的人

是脫離了罪
是脫離了罪。
18 你們既從罪裡

得了釋放。

現今就脫離了律法，
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心靈
（或譯聖靈）的新樣，
新生命的生活狀態
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2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
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基督徒面對罪的權勢、得脫離的辦法，
就是向罪死
 基督徒面對律法的約束、脫離的辦法，
向律法死
向律法


保羅就先講了一個比喻，來說明基督徒跟律法的關係…
是要死，
是要死
若不是向律法死，我們不能脫離律法的管轄約束。
向律法死的意思是什麼呢
向律法死的意思是什麼呢？
七1 我對明白律法的人說，
 也就是那一些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遵行律法，
也就是那 些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遵行律法
來得上帝的喜悅、來得神的悅納
 甚至一個人信了耶穌以後、因信稱義，
還想靠自己的力量把律法完全行出來，
以致成聖的這 種途徑
以致成聖的這一種途徑
保羅說：這樣的途徑不對的，
所以作了 個比喻，強調
所以作了一個比喻，強調
 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行律法來成聖
 乃是完全靠聖靈更新的大能、
乃是完全靠聖靈更新的大能
也就是靠主耶穌基督福音的大能、拯救，才有可能

比喻：
七1-4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人說，

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人是在活著的時候嗎？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
就如
有了丈夫 丈夫還活著 就被律法約束
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著，她若歸於別人，便叫淫婦；
丈夫若死了，她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雖然歸於別人，也不是淫婦。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別人，就是歸於那
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結果子給神。
裡復
我
神

正著解是把
 女人表示真我，是要為善的，
女人表示真我 是要為善的
 要遵行道德、律法、各樣要求的真我
 是被丈夫律法所管轄的


丈夫代表我們的舊人，會犯罪的，
會順從撒但 魔鬼 罪惡權勢而做的
會順從撒但、魔鬼、罪惡權勢而做的，
甚至喜歡罪惡
真我在裡頭被舊人所約束，舊人喜歡犯罪，
真我在裡頭被舊人所約束
舊人喜歡犯罪
怎麼能夠不去犯罪、脫離律法的轄制呢？
要舊人死、真我自由。
第六章 舊人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這一段比喻不容易解釋，
這
段比喻不容易解釋
 有可能正著解釋、也有可能反著解釋
 我個人接受反解法、
認為正解法不是恰當的

這樣解聖經的時候，相當不容易，
4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
你們 (舊我) 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們 (真我) 歸於別人，
就是歸於那從死裡復活的，叫我們 (真我) 結果子給神。
5 因為我們 (舊我) 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
就在我們 (舊我) 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6 但我們 (舊我) 既然在捆我們 (舊我) 的律法上死了，
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 (真我) 服事主，
要按著心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按著 靈 新樣
按著儀文 舊樣
這樣的講解是相當不妥當的，太過喻意化，
這樣的講解是相當不妥當的
太過喻意化
你們、我們、舊人、真我…
所以這種 著去講解的方
所以這種正著去講解的方法，
現在很少學者們接受。

這是神在基督裡完成的事情。
所以就用 六章 講的 – 舊人死、
然後真我自由能夠行善，來解。

目前大部分都是把這個比喻反過來解釋…
2-3 丈夫死了，妻子就自由了、
就不受丈夫和丈夫律法的約束。
4 我的弟兄們，
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在律法上
律法沒有死、
乃是女人要死、妻子要去死，
 死了以後能夠歸給
從死裡復活的主耶穌基督
 那當然，我們藉著基督的身體而死，
主耶穌基督死裡復活、
主耶穌基督死裡復活
我們就跟著基督一同復活
所以死了、復活。

比方一個女人什麼都不會，結婚了，
丈夫偏偏要求特別嚴格 太太天天回家挨罵
丈夫偏偏要求特別嚴格，太太天天回家挨罵，
那怎麼辦呢？
 若丈夫病死了，就可以脫離丈夫的律法，
但丈夫非常強健，不會生病、也不會死
 丈夫不死，作太太自己去死，
我死了，婚約就結束了
上帝有特別的辦法，她又復活、就可以嫁給別人，
就是 第四節 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死了，
而主耶穌死裡復活 我們就與基督 同復活
而主耶穌死裡復活、我們就與基督一同復活，
然後就歸給主耶穌基督，基督成為新的丈夫。
婦人還跟過去一樣笨，可是主耶穌基督什麼都會，
婦人還跟過去
樣笨，可是主耶穌基督什麼都會，
就慢慢地教導這個婦人，結果這個婦人
在新丈夫的保護 帶領 教導之下
在新丈夫的保護、帶領、教導之下，
一天一天進步了。

律法有它的功用，神賜下律法、舊約，
帶來了很多儀文 禮節 守安息日 守割禮
帶來了很多儀文、禮節、守安息日、守割禮…
現在不是活在儀文舊樣中，乃是按心靈的新樣，
 也就是聖靈帶來的新生命、主耶穌死裡復活的大能
 這一種生命在裡面活出來，
我 才真
我們才真正能夠實現律法的要求、
夠實 律
求
才能夠活出律法的美善，
甚至律法禁止不了的 神的靈都能活出來
甚至律法禁止不了的、神的靈都能活出來…
加五22-23 聖靈所結的果子，

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基督徒們，我們感謝讚美主，
因為聖靈的更新 聖靈的新樣
因為聖靈的更新、聖靈的新樣，
向律法死、與基督連合，必能過一個成聖的人生！

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像拙笨的婦人，
什麼都不會 什麼都不能
什麼都不會、什麼都不能，
 不是靠自己來討以前那個嚴格丈夫的喜悅
 我們現在是已經向律法死了，
與基督一同復活、嫁給基督、歸於基督，
活出復活的生命，所以能結果子給神
如果只是靠自己的力量，
仍然會發現：
仍然會發現
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只有一個救法 –
七24 感謝神，
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脫離了！
這裡的比喻 就先讓我們瞭解這件事情
這裡的比喻，就先讓我們瞭解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