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課 聖靈的工作

羅馬書八

每一個真理、恩典，都因聖靈的引導，
使我們有力量，進入基督徒得勝的生命當中
保羅書信「因信稱義」的真理，
羅馬書第八章為高潮

第八課 聖靈的工作

羅八

第六章

解釋信徒不再受罪的轄制

第七章

討論信徒對抗罪的持續性：洗禮的果效

第八章

描繪信徒怎麼樣去戰勝罪惡
¾ 今天的得勝 （八1-17）
¾ 將來的榮耀 （八18-30）

義人因信稱義的巔峰，

¾ 與神永恆的契合 （八31-39）

乃是在聖靈裡的新生命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八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 2 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
耶穌裡釋放了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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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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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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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心靈卻因義而活。
11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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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弟兄
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欠肉體的債去順從肉體活著。 13 你們若順從肉體
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14 因為凡被神的靈
引導的，都是神的兒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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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
是神的兒女； 17 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
果我們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榮耀。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基督徒的得勝生活，乃是今天、此時、此刻
因著領受耶穌基督的恩典、與主聯合，擁有今天的得勝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因著耶穌的救贖恩典，得以釋放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八1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全人類如果沒有耶穌基督，就毫無指望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消極：解除罪人的身分、聖靈賜下新生命
積極：聖靈使我們達到義的標準

感謝神，因著耶穌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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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4

已經宣告我們無罪，
得以脫離罪的捆鎖，
並且有力量遵行祂的旨意。

律法的義就是神的義，
原本是我們所達不到的，
如今藉著聖靈得以成就

聖靈賜下新生命，使我們有力量勝過罪與死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聖靈使我們達到義的標準：不是隨從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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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3
脫離罪和死亡的方法
仰賴神的兒子在歷史上的救贖
人的肉身已不在罪惡的權勢當中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聖靈使我們達到義的標準
聖靈使我們達到義的標準： 順從聖靈的指引
舊約中新約的祝福：

耶和華說：
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
另立新約，
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
寫在他們心上。耶卅一31-34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
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結卅六26

‧今天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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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隨從肉體的人

隨從聖靈的人

肉體的事 (5)

聖靈的事 (5)

就是死 (6)

乃是生命、平安 (6)

身體就因罪而死 (10)

治死身體的惡行，必要活著

‧今天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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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隨從肉體的人

隨從聖靈的人

與神為仇 (7)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

不能得神的喜歡（8）

我們是神的兒女（16）

得著永恆的生命 (13)

‧今天的得勝
比對
對
律
法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隨從肉體的人
不服神的律法 (7)

隨從聖靈的人
律法的義
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
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4）

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裡，
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 (9)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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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 20 因為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
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
轄制，得享（享：原文是入）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22 我們知道一切受造
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23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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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盼望他所
見的呢（有古卷作：人所看見的何必再盼望呢）？ 25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
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 26 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
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 27 鑒察人心
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28 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
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
中作長子。 30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現今有苦楚、患難：
現在的苦楚若比起
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
就不足介意了。 八18

‧今天的得勝

歎息者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現在的苦楚：歎息

受
造
之
物

將來的榮耀：盼望

服在虛空之下（20）
一同歎息，勞苦（22）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八35
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21)

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 八13
聖靈引導我們看見恩典與釋放

‧今天的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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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現在的苦楚：歎息
自己心裏歎息（23）
我們的軟弱（26）

將來的榮耀：盼望
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
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23）

‧今天的得勝

歎息者

聖靈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現在的苦楚：歎息

將來的榮耀：盼望

聖靈照著
聖靈親自
神的旨意
用說不出來的歎息
替我們禱告（26）
替聖徒祈求（27）

神預先所知道的人，
八29-30
就預先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
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
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
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預定
↓

呼召
↓

稱義
↓

得榮耀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聖靈替我們禱告
讓我們不只活在現在的苦楚，
更活在將來的盼望之中

聖經幫助我們面對真實的現況：
不被苦楚所困、
而被將來的榮耀吸引
在盼望中與將來的榮耀有份，
不被現今的苦楚所勝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聖靈引導我們與神有永恆的契合
當我們擁有神兒子生命時，
生命是像神的、與神相愛、
渴慕與神連結
在天路歷程中信徒可得的鼓勵
¾ 聖靈的代禱
¾ 在神子民身上萬事互相效力
¾ 基督愛的激勵
三位一體的神同時為我們效力，
叫我們得益處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請自行閱讀下列經文後，click 左下角

繼續課程

八31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
32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
白白的賜給我們嗎？ 33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人呢？有神稱他們為義
了（或作：是稱他們為義的神嗎） 34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

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有
基督....或譯：是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裡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
替我們祈求的基督耶穌嗎） 35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
是患難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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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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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
勝有餘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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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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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
穌裡的。

‧今天的得勝 ‧將來的榮耀 ‧與神永恆的契合

一連串叫我們與神隔絕的清單 八35-39
¾ 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
¾ 是飢餓嗎？是赤身露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¾ 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
¾ 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事，
¾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
踏著這些患難苦楚，
使我們與將來的榮耀更接近

第八課 聖靈的工作

禱告

¾ 今天的得勝

是你自己恩典的作為賜下聖靈

1. 聖靈賜下新生命

在我們還不知道的時候，
聖靈就已經悄悄的降臨、為我們禱告

2. 聖靈使我們達到義的標準
¾

將來的榮耀

聖靈將你對我們一切豐富的計畫向我們展現

3. 聖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讓我們為那榮耀的盼望感謝主，
也為生命當中所經歷的，繼續期待你的作為

4. 聖靈替我們禱告
¾ 與神永恆的契合

問題思想

click 左下角

¾ 列出聖靈在本章中的四大工作。

¾ 在現今的苦楚中，
找出本章中發出「歎息」的主角。

可以閱讀解答

問題思想
¾ 列出聖靈在本章中的四大工作。
 賜下新的生命、
使我們達到「義」的標準、
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替我們禱告
¾ 在現今的苦楚中，
找出本章中發出「歎息」的主角。
 一切受造之物、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人、聖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