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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談的是神的救法 — 救恩的內容，

現在談到的是結果 每章有 重 果現在談到的是結果 — 六到八章每章有一個重要的結果…

一、第六章勝過罪惡：1-11 身分改變、11-23 生活改變，

這跟世界上其他理論、宗教最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宗教都先提到生活的改變 —
先變成好人、你就得救了

聖經反過來，是身分先改變，先得救成為義人，義

然後才談到生活的改變— 練習過義的、聖潔的生活

1. 六1-11 身分的改變1. 六1 11 身分的改變

1)前言 1-2 我們已經在罪中死了，不可以繼續在罪中生活。

在屬靈上，如果沒有信耶穌，我們是死人一個，在屬靈上，如果沒有信耶穌，我們是死人 個，

罪已經把死亡帶給我們，我們只是暫時活著

短短的幾十年以後就要死去，短短的幾十年以後就要死去，

而且在屬靈上真的像死人一樣

2) 我們已經在罪上死了，3-10就用洗禮來說明…
洗禮 是 起 起 是 號洗禮就是跟耶穌一起死、一起活，就是一個記號，

3-7跟耶穌一起埋葬 —我們原來是罪人、是罪的奴僕，

 5a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耶穌代替我死

6a 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

 5b 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跟祂一起復活

受洗是表達潔淨，我們的罪已經被潔淨，受洗是表達潔淨 我們的罪已經被潔淨

受洗之後我是一個新的人、活過來了，

現在已經不是罪的奴僕、不再受老我轄制現在已經不是罪的奴僕 不再受老我轄制

從此聖靈在我心裡，我過新的、聖潔的生活

用洗禮表達我們以後向神活了。用洗禮表達我們以後向神活了

這是談到身分徹底改變 —
不再是罪的奴僕，在神裡面勝過罪惡！

2. 六11-23 生活的改變

我們已經跟基督 起死了 也跟基督 起復活了我們已經跟基督一起死了、也跟基督一起復活了，

可是老我在不在呢？其實老我還在！

佈道家司布真說 老我佈道家司布真說：老我已經死了、躺在棺材裡，

棺材板還沒有釘死，老我有時還跑出來作怪。

1) 看，動詞，當罪惡來引誘我時，要看自己是死的，

基督已經替我死過，罪惡沒有權柄來命令我去順從它

當看

基督已經替我死過 罪惡沒有權柄來命令我去順從它

我們對罪惡沒有反應，它對我們無可奈何

11 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當神的感動、神的命令臨到我們時，

我已經信主、神的靈已經進來，向神看自己是活的我已經信主 神的靈已經進來，向神看自己是活的

趕快回應、順從、跟隨神，我們就勝過罪惡了



不要容罪在你們 死的身上作王

2) 拒絕

12 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

不容許這樣 我們奉主的名拒絕它不容許這樣，我們奉主的名拒絕它

14a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

3) 獻
13 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

倒要將自己獻給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

我們忙不完了、樂此不疲…那有空去犯罪

4) 順從 15-23強烈的對照 —
從前是罪的奴僕，順從罪惡、被罪綑綁，從前是罪的奴僕 順從罪惡 被罪綑綁

以至於犯罪、以至於死

現在是義的奴僕，順從真道，脫離罪的權柄跟轄制，現在是義的奴僕 順從真道 脫離罪的權柄跟轄制

以至於成聖、得到永遠的生命

二、第七章勝過律法主義，不可以說勝過律法。

1. 1-4用夫妻做比喻— 律法像丈夫，我們像妻子，

原來律法的約束，因為耶穌基督替我們死了，

我 在律 算 死了就 離 律 轄制我們在律法上也算是死了，死了就脫離了律法的轄制。

就像 創世記女人得到一個咒詛 —妳的丈夫要管轄妳，

律法要管轄我們，定我們罪、最後把我們處死。

婚姻到死亡就結束了— 並不是丈夫死了、是妻子死了，婚姻到死亡就結束了 並不是丈夫死了 是妻子死了

我們跟基督一起死了，丈夫管不著我了、我得到自由了，

律法像一個不好的丈夫要管轄我們、現在管不著了律法像 個不好的丈夫要管轄我們 現在管不著了

我們復活以後，有一個新的丈夫是耶穌基督，

不是重婚，婚姻到死就結束了不是重婚 婚姻到死就結束了

為什麼要脫離前面的丈夫？

是脫離律法的轄制、不是不要律法是脫離律法的轄制 不是不要律法

是改嫁了、現在新的丈夫是耶穌基督

2.不是律法不好，是律法有缺陷…
律法 束我 消極 束1) 1-2 律法只是約束我們，是一個消極的約束

2) 5、8-13 律法反而會被罪利用，引起我們不好的動機 —
律法告訴不可以，可是罪人偏偏就想真的嗎？反而去做！

魔鬼、罪利用律法來引誘我們

3) 6b 要按著心靈的新樣，不按著儀文的舊樣。

律法是比較外表的，是儀文的舊樣、只是儀式條文，律法是比較外表的 是儀文的舊樣 只是儀式條文

沒有真正的本事、能力，讓我們成為一個義人

老我、律法之間有很多的糾纏不清的事情，老我 律法之間有很多的糾纏不清的事情

最後我們是失敗者

心靈的新樣，靈也可以翻譯成聖靈、神的靈，心靈的新樣 靈也可以翻譯成聖靈 神的靈

是在靈裡面我們得到更新

現在守律法反而守得更徹底，有聖靈、神的話，現在守律法反而守得更徹底，有聖靈 神的話，

我們有力量、反而可以過一個聖潔的生活

4) 14-23很生動的描寫靠律法是不行的，

人明明知道善卻不去行 — 行善無能、拒惡無力，

保羅的感嘆…

23-25 身體裡面是有兩個力量，

一個叫我行善、一個叫我行惡，

我真是苦啊！我心裡想要順從神的律，

可是我的肉體卻順服罪的律了。

19 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

這種交戰、痛苦，是在講信主之前、還是信主之後？

靠律法來稱義的人，永遠有這個軟弱靠律法來稱義的人 永遠有這

如果已經信主了而真理不清楚，以為靠律法

上帝才會喜歡，也仍然在這個軟弱裡上帝才會喜歡 也仍然在這個軟弱裡

靠律法的就會這麼軟弱，但是靠恩典就得勝了。



三、第八章擁有聖靈內住

1 消極面 在 基督 就 定1. 1-4 消極面 — 在耶穌基督裡就不定罪了

七25-八1是一個戲劇性的轉變…
雖然很苦，但是感謝神，靠著耶穌基督就可以脫離了

耶穌基督已經替我們死，把律法的義就歸給我們—
我們應該被定罪的，我們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

耶穌已經替我受過罪的刑罰，

我不是罪人、已經是個義人了

可以脫離罪跟死的律、罪的挾持、

死亡的後果，不被定罪

2. 5-8 積極面 —以後有聖靈內住，2. 5 8 積極面 以後有聖靈內住

順從聖靈開始過新的生活、是一個新的生命，

已經得到平安 — 與神和好了已經得到平安 與神和好了

現在是體貼聖靈，得到的是豐盛的生命跟平安

3. 聖靈內住的一些情況…

1)成為一個印記，9 不是屬肉體、乃是屬聖靈的。

上帝在我們心裡蓋一個章，表示我們是屬祂的人

11 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

2)可以因義而活，不但稱義了…

11 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

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

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應許現在靈魂先復活了，有一天我們的肉體也復活

3) 14-17讓我們感受到我們是神的兒子，

我們以前在律法之下好像奴僕我們以前在律法之下好像奴僕

現在在恩典之下、順從聖靈的引導，

發現我們是神的兒女，靠神的靈就可以發現我們是神的兒女，靠神的靈就可以

活出義的、聖潔的、光明榮耀的生活

4. 將來的盼望、我們擁有榮耀的盼望

1) 18-25盼望肉體得救…

18 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現在的苦楚若 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 足介意了

19-22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野生動物本來活的那麼快樂，因為人類…
也在期待得救也在期待得救

應許將來萬物跟我們都會一起得救贖

23 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自己心裡歎息，

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

救贖的事情是一個盼望，因為現在還沒有成就。

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2) 28-30 結論

28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什麼益處呢？什麼益處呢？

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我們是蒙召的

29a 因為祂預先所知道的人，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召來 稱 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我們現在靈魂已經得救了

但還在盼望將來的榮耀 —
肉體得救贖肉體得救贖



5. 31-39能夠勝過苦難 —跟 第五章的開頭前後互相呼應…

五3-5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過去與神和好、現在站在恩典中、將來患難中也是過去與神和好 現在站在恩典中 將來患難中也是

歡歡喜喜的，盼望神把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就可以勝過患難、是很有盼望的。就可以勝過患難 是很有盼望的

這裡也是講過去、現在、未來—
 31-33 過去，基督已經使我們稱義了

 34 現在，耶穌在神的右邊替我們祈求，

在任何痛苦中不可以自憐、自哀、自嘆

耶穌基督在替我們代求 — 我們在恩典中

 35-39 未來，可以勝過一切的患難

35-37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嗎？

苦 餓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

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如經上所記 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

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不要以為保羅在寫文章，這些全部是他經歷過的，

但他也經歷過靠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事上得勝有餘

我們將來無論有多少患難、逼迫，將 難 迫

靠主都是可以得勝的 —
他是愛我們的、而且他有能力，他是愛我們的 他有能力

他又愛、又有能力來幫助我們

38-39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

是掌權的 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的。

這盼望不但是過去，是現在、而是將來，

一切的、地上的、天上的，

不但有聖靈、也有邪靈，

都不能讓我們跟神的愛隔絕，

無論多大的患難、逼迫，因為神的愛大過這一切

在耶穌基督裡，祂不但過去十字架上為我們犧牲，

現在在父的右邊為我們祈求、還是熱切的愛著我們

靠著祂可以勝過患難，我們可以永遠在神的愛中 —靠著祂可以勝過患難，我們可以永遠在神的愛中

這是救恩論一個榮耀的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