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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英文聖經，就可以讀清楚了
 在希臘文聖經就很明顯 –
現在時態、過去時態、將來時態


整個人類的歷史，從亞當開始到保羅為止，
整個人類的歷史
從亞當開始到保羅為止
表現出「過去到如今是如此」的一種現象，
用的是過去時態動詞。
用的是過去時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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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7-13 用的動詞都是過去時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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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完全用現在時態動詞，
但是 七14 開始
完 用現在時態動詞
保羅開始講信耶穌以後，現在的經歷了，
 一面是保羅的經歷
 一面是信耶穌之後，許多信徒的經歷，
14-25 變成信徒與律法的關係。

開始播放

這件事情在基督徒學者
已經兩千年有不同的意見，
已經兩千年有不同的意見
 一種認為不應該是基督徒的經驗，
怎麼這麼悲慘呢？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
立志為善由得我 行出來由不得我
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
古代有名的教父俄利根、很多希臘的教父、
敬虔派主義的人 認為保羅是講非基督徒
敬虔派主義的人，認為保羅是講非基督徒，
而且認為這不可能是基督徒的經驗，
基督徒怎麼這麼悲慘、
想要為善都行不出來呢？


也是從非常古老開始，
也是從非常古老開始
包括聖奧古斯丁、中世紀很多學者、
改教運動、改革宗的許多學者，
都認為這應該是指基督徒而言

我個人接受這是指基督徒而言。
第一個理由：
七22a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
我是喜歡神的律。
我是喜歡神的律
屬肉體的人，是不喜歡神的律…
八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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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
屬肉體的
能得神的喜歡
屬肉體的人、一個沒有信靠主的基督徒，
 他真能夠喜歡神的律嗎？
 若是心裡喜歡神的律，
行不行得出來是另外一件事
從這裡 喜歡神的律」
從這裡「喜歡神的律」，
他是基督徒是比較恰當的。

第二個理由：
七22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這也是保羅比較特別的用法，
這個「裡面的人」，應該是指著基督徒而言。

三、屬靈的爭戰這麼厲害，是正常的嗎？
為什麼保羅說 「這個罪的律在我裡面把我擄去
為什麼保羅說：「這個罪的律在我裡面把我擄去，
即使我裡面的人喜歡神的律、
我卻仍然照樣去犯罪呢？」
我卻仍然照樣去犯罪呢？
這樣的爭戰是實際的嗎？
 基督徒是不是會常常有這種屬靈爭戰？
答案是有，不但羅馬書這樣講，加拉太書五章…


在以弗所書同樣用過 次
在以弗所書同樣用過一次，
弗三16 求他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

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原文就是「裡面的人」
保羅很少用到「裡面的人」這個詞，
弗三16 確定指基督徒而言
弗
確定指基督徒而言，
羅七22 按著我裡面的人，我是喜歡神的律，
合理的判斷，應該是指著基督徒而言。

聖靈和情慾相爭，原文就是「聖靈和肉體相爭」，
 肉體表現出來的就是各樣罪惡的情形
 基督徒真的會活在彼此相爭的日子裡，
聖靈要帶我們走美善的路、
肉體要害我們走邪惡的路
所以保羅勸基督徒：要順從 靠著聖靈而行事，
所以保羅勸基督徒：要順從、靠著聖靈而行事，
聖靈在裡面會結出美善的果子…
五22 23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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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基督徒在屬靈爭戰中、肉體與聖靈相爭的情境裡，
 靠著聖靈，一定得勝、結出美善的果子
靠著聖靈
定得勝、結出美善的果子
 邪情、私慾、肉體，就失去了力量，
真的被聖靈治死、釘在十字架上，
與我們舊人都是死的

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情慾了。
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這兩個是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律法以下。
19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
就如姦淫 污穢 邪蕩
20 拜偶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
惱怒、結黨、紛爭、異端、
21 嫉妒、醉酒、荒宴等類。

靠著聖靈就得勝了。
羅七 為什麼後來保羅說：我真是苦啊！
為什麼後來保羅說 我真是苦啊！
住在我裡頭的罪、力量非常地大，
遠勝過我裡面的人喜歡為善、喜歡神律的力量。
加拉太書

為什麼？
羅馬書因為講的是基督徒信耶穌之後 靠自己的努力
羅馬書因為講的是基督徒信耶穌之後，靠自己的努力、
而不靠聖靈的大能，結果一定失敗，
所以會嘆息：我真是苦啊，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取死的身體的原文就是「死的身體」，
取死的身體的原文就是「死的身體
，
就是行善無力，
我們願意行善 但是有惡的力量與我們同在，
我們願意行善、但是有惡的力量與我們同在，
這個惡的力量，
超越過自己樂意行善的力量 以致於
超越過自己樂意行善的力量，以致於–
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那怎麼辦？
加五

提供這個祕訣：
 你若順著聖靈行事，
聖靈一定會結出美善果子，
 肉體邪情私慾一定會死，
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聖靈治死
已經釘在十字架上、聖靈治死

羅八13 聖靈一方面是治死我們身體的惡行，

繼續不斷、一個現在時態動詞，
續 斷
個 在時態動詞
靠聖靈治死身體的惡行
 罪的律在我們裡面會讓我們犯罪
怎麼能勝過、被釋放？
神給我們更高的律–賜生命聖靈的律…
神給我們更高的律–賜生命聖靈的律


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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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接下去 第八章 保羅就講怎麼靠呢？
就是現在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就是現在聖靈住在我們裡面
天天想做的兩件事：


要治死身體的惡行、肉體的權勢，
要治死身體的惡行
肉體的權勢
 讓所有的罪惡力量不能發生出來，
所以虛謊 凶狠 欺騙
所以虛謊、凶狠、欺騙…，
不能夠影響我們的身體、不能讓我們去做
 聖靈更有正面的，
聖靈更有正面的，一切美善的果子
切美善的果子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就從裡面活出來
所以感謝神
所以感謝神，
靠著主耶穌基督，我們就脫離了罪的權勢


聖靈的律帶來神的生命 生命的律，
聖靈的律帶來神的生命、生命的律，
 賜給我們新的生命
 釋放我們脫離罪和死的律
你就越來越活出美善的人生

再總結一點說明…
基督徒 定有屬靈的爭戰
基督徒一定有屬靈的爭戰，
不信主耶穌的人可能反而不爭戰，
 順著罪的律、心中罪的力量去做，也就無所謂
順著罪的律 心中罪的力量去做 也就無所謂
 比較注重良心道德的，偶而會有良心道德的譴責，
事實上一百個人、有一百種的標準，
都不能達到神的標準
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努力，
是靠復活的主耶穌基督、聖靈更新的大能改變我們，
 加五 是爭戰中靠聖靈必定得勝的
是爭戰中靠聖靈必定得勝的一種描寫
種描寫
 羅七14-24 上半段，是靠自己努力爭戰的結果，
結果就是被罪的力量擄去 浩歎
結果就是被罪的力量擄去，浩歎–
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保羅接下來馬上說：
保羅接下來馬上說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脫離了！

保羅自我回想：
沒有信耶穌以前 我是法利賽人所生的法利賽人
沒有信耶穌以前，我是法利賽人所生的法利賽人，
就律法的義說，我是無可指摘的。
羅馬書第七章 保羅說：
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
好像這兩個不協調的？
腓立比書第三章

這就是人的改變，
保羅沒有信耶穌以前，他是活在人的標準中、
活在人自我設定的一種條件下，他以為他都做到了，
 那個時候律法的義不僅僅是道德律
那個時候律法的義不僅僅是道德律，
更包括禮儀律，守安息日、守割禮、
潔淨不潔淨的動
守節期 月朔
吃潔淨不潔淨的動物、守節期、月朔，
這些保羅都守了
 但是他現在更清楚神所要求的道德的律，
他一點都做不到！

羅七14-25

原來是講解信徒跟律法的關係
原來是講解信徒跟律法的關係，
其實可以擴充到全人類–
凡是靠自我力量要行全律法來得神悅納的，
都一樣，
都會經驗到我真是苦啊，
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這是全人類靠自我行律法的浩歎
這是全人類靠自我行律法的浩歎。
到底神賜下律法給人，
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呢？
 加三20 律法有高標準，
讓
讓人知道人行不出來、讓人知罪
道 行不 來 讓
罪
 加三24 律法變成訓蒙的師傅，
把人帶到基督面前，讓人來
信靠基督、得著基督所賜的福分

神賜下律法最重要的
是維持人跟神正當的關係，
是維持人跟神正當的關係
律法主要功能不是「產生」、
乃是「維持 人跟神義的關係。
乃是「維持」人跟神義的關係。
當主耶穌在地上的時候，一個律法師問耶穌：
「 命
「誡命裡面哪一條是最大的呢？」
是最
耶穌回答：
「你要盡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
盡性 盡意 盡力愛主你的神
記載在 太廿二36-40

意思就是，當律法存在的時候，
我們就 裡產生 個願望 希望
我們就心裡產生一個願望、希望，
希望達到律法的要求！
可惜我達不到 然後就想
可惜我達不到，然後就想–
上帝怎麼幫助我、怎麼能拯救我呢？
 所以就等候救世主、彌賽亞的來到
 我們做不到，
上帝派救世主來拯救 來幫助我們
上帝派救世主來拯救、來幫助我們，
讓我來信耶穌基督而能成全
所以律法是訓蒙的師傅，引我們到基督面前，
 基督徒不斷靠聖靈、來過美善的人生
 還在慕道的朋友，
還在慕道的朋友
神的律法、各樣的律法、良心的功能，
都是提醒你需要接受神差的救主耶穌基督，
稱耶穌為主、靠耶穌為主，你必能過美善的人生！

所有律法的規條當人遵守的時候，
 就是要人想到神、敬畏神、信服神、真正地愛神
就是要人想到神 敬畏神 信服神 真正地愛神
 如果一個人守安息日，心中不愛神，
就沒有真正讓神心滿意
所以守安息日、吃潔淨的食物、
守割禮 守月朔 守節期
守割禮、守月朔、守節期、
守各種各樣律法的禮儀規條，
都為了 個目的
都為了一個目的–
人的心，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全心來愛神。
一個人愛神，
個人愛神
當然是信靠神、信服神、敬畏神
 一個人跟神正當的關係、或義的關係，
個人跟神正當的關係 或義的關係
就是信服神、敬愛神
當人真正這樣子的心態，
神就悅納了！


這一條是摩西律法裡面 申六5
神藉著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
神藉著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這是神最看重、神賜下律法的目的。

很可惜的，以色列人在兩約之間
越來越變成外表遵行律法 內 卻遠離神 不愛神
越來越變成外表遵行律法，內心卻遠離神、不愛神，
這種情況演變到主耶穌時代，
法利賽人是最典型的代表。
在猶太人亡國被擄以前，
有三個猶太教最重要的要件：
 聖殿，一年三大節期 – 逾越節、五旬節、住棚節，
一定到聖殿一起敬拜神
 祭司制度、獻祭，
祭司們殺牛、殺羊，獻為祭物
祭司們殺牛 殺羊 獻為祭物
 律法，宣讀律法、遵行律法
但是被俘虜以後 分散在外邦，
但是被俘虜以後、分散在外邦，
沒有聖殿、沒有祭司獻祭，只剩下律法書，
兩約之間猶太人就專 注重研讀律法
兩約之間猶太人就專心注重研讀律法，
律法變成最要緊的。

到了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就產生了法利賽黨，
 分別出來專專為著律法
 守律法的過程中，設立了很多新的規條，
就是圍繞著律法的外圍，
你不犯這個規條、不會犯律法
好像一個籬笆圍在外面，
好像
個籬笆圍在外面
這些籬笆越圍越多、非常瑣碎，比方說：
 規定要洗手吃飯，變成潔淨的規矩之
規定要洗手吃飯，變成潔淨的規矩之一，
，
 不洗手吃飯、連在宗教上都不潔淨了
洗手吃飯原是好事，
 洗手吃飯原是好事
跟在神面前潔淨、不潔淨，是沒有關係的
 人應當供養父母，
人應當供養父母
可是有的人說：我把錢都捐到聖殿去了，
所以我就不養父母了
耶穌說：這些都是自己發明的規條…

過去祭司是獻祭，
被擄以後，
被擄以後
祭司專門研讀律法、教導律法。
明顯的例子就是以斯拉，本來是祭司，
到了外邦變成敏捷的文士，
專門教導聖經
專門教導聖經。
在擄外邦境界中，只要有十位猶太男士
就可以建立一個會堂來研讀聖經，
繼續傳講、遵行律法。
 不僅是祭司接承做這個工作
 非祭司家族
參與研究律
傳講律
也參與研究律法、傳講律法，
就變成了文士、律法師、拉比階層
兩約之間這一些人
非常注重研讀、傳講、遵行律法

這種規條越來越多，
 公元兩百年左右被猶太拉比收集起來，
公元兩百年左右被猶太拉比收集起來
變成一本書叫作「米示拿」，就是把
舊約規條、再加發明出來的規條收集起來
 公元兩百多年到五百年，再從「米示拿」
慢慢發展成為猶太的法典 塔爾穆德」
慢慢發展成為猶太的法典「塔爾穆德」
這些都產生人跟神義的關係一些途徑。
律法，神賜給人最重要的目的是維持人跟神義的關係，
 但漸漸地變成了人跟神義關係的產生：
當遵守安息日 割禮 各種規條時
當遵守安息日、割禮、各種規條時，
就跟神有了義的關係，
這不是上帝的意思 是錯誤的！
這不是上帝的意思、是錯誤的！
 主耶穌來了，是把律法中心的含意再一次啟發給人：
不是靠律法外面儀文的樣式，
乃是靠聖靈內在更新而活出來的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