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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的杰作  罗马书 第六章 安牧书籍 读书分享 

郑乙蒨传道 Joyce Teh 2022 年 3 月 22 日 导读讲义 

第六章-罪人老生命 对比 义人新生命 

大纲 

1. 罪性  对比  恩典 

2. 老生命  对比 新生命 

3. 罪的权势 对比 神的权势 

4. 在罪挣扎 对比 对罪死了 

5. 罪的器皿 对比 义的器皿 

6. 罪的结局 对比 义的结局 

 
恩典 - 给人犯罪的借口？！既然神已经赦免我一辈子的罪 我继续犯罪没关系（？） 

如果我们按照保罗所说，宣讲罗马书第一到第五章，不打折扣，一定会引来这样的问

题：。。。3:8; 6:1: 6:15 如果没有引来这样的问题，就是没有讲得完全，或者听的人还不

明白这个完全的恩典！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罗马书 6：1-2 1 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2 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 

反对恩典信息的人：鼓励人犯罪！反正都得了赦免，犯罪也没关系？ 

保罗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还会在罪中活着呢？ 

 
罗马书 6：1-2  

问：既凭恩典完全得救了，不需要抵挡罪？错！ 

答：1. 已经在罪上死了的人。不会在罪中活 

面对罪的引诱，死人会有什么反应？ 

     2.  神不定我们的罪，撒旦却会借此定罪 

清醒地向基督活，不给魔鬼开门，拒绝再配合他被他偷窃、杀害、毁坏 

罪的引诱：对罪是死人！（死人不会想也不会犯罪！） 

（请圣灵帮助，立刻转向基督） 

 
罗马书 6：3-43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 4 所以，我们 

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藉着父的荣

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真相信耶稣，接受洗礼才有意义 – 让死了的老生命被埋葬！归属基督！ 

先有死人，死了，才能够有复活的新生命。清楚接受新生命！靠圣灵活新生命，新样式！ 

 

罪人老生命  对比 义人新生命 



只有先清楚看见 - 老生命的罪的严重性！清楚选择愿意老生命死去！受洗归入基督耶稣，

受洗归入他的死 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才清楚在基督里 - 从死里复活的新生命 

才能够在基督里 - 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如果没有选择愿意同死 – 就没有同复活 – 就没有新生命！ 

 
罗马书 6：5-6 

5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6 因为 知道 我们

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 罪的奴仆。 

罗马书 6：7-9 

7 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 8 我们若（信）是与基督同死， 就信必与他同活。 9 因为知

道 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你信自己与基督同死吗？你知

道与他同复活吗？ 

 

罗马书 6：10-11 

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 神活着。 11 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

的；向 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什么是向罪死？向神活？ 

死人（离开世界）：不能犯罪了。所以不被控告、不被定罪。不属于世界。 

新人（属灵的领域）：灵人（在基督里）：不再定罪，靠基督而活。向基督活着。 

 
罗马书 6：10-11 

10…他活是向 神活着。 11…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 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

自己是活的。 

雅各书 4：5，6，7  

  神所赐…灵…赐更多的恩典，…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7 故此，你们要顺服 神(的话）。务要抵挡魔鬼（的谎言），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 

谦卑 – 认同神的话 – 配合神的话- 得恩典 

骄傲 – 拒绝神的话 – 配合恶者的话 – 被盗贼/魔鬼偷窃、杀害、毁坏 

神不能够给予 

人（活在世界）：罪人，被罪控制。 

死人（离开世界）：不能犯罪了。所以不被控告、不被定罪。不属于世界。 

新人（属灵的领域）：灵人（在基督里）：不再定罪，靠基督而活。向基督活着。 

 

罗马书 6：10-11 

10…他活是向 神活着。 11…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 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

自己是活的。 

彼得前书 5：5，8 

5 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 



8 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无知不信的人）。 9 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持守神的话）抵挡他， 

谦卑 – 主是头 – 彼此是肢体 – 互相顺服 – 配合主的恩典（礼物） 

 
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复活 

罪身灭绝，不再作罪的奴仆 

这个真理不会自动在生命中产生果效 

基督徒仍然犯罪（上当）的原因： 

旧思想，没有更新 – 照旧方法生活 

靠自己，不靠圣灵 – 不明白属灵的事 

没有神的话 也不靠圣灵 

真理不会自动在生命中产生果效 

基督徒能够不犯罪（上当）的原因： 

选择 - 不配合恶者的谎言！！！ 

选择 - 配合爱我们的主的话！！！ 

被什么控制，就听命于他 

死了就不被控制了！ 

（上瘾定义：不做不行！发狂！） 

 
旧思想 – 选择更新 – 照神的话生活 

靠自己 – 选择靠圣灵 – 明白属灵的事 

拥有神的话 和 圣灵活泼的引导 

罗马书 6：12-14 

12 所以，不要 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13 也不要 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倒要 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 

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 神。 

罪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事，只要你不上当去配合 ！ 

 

罗马书 6：14 

14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70 多岁林弟兄 - 靠恩典成功戒烟 

不聚焦罪 – 不理抽烟不抽烟！ 

聚焦神的爱 – 天父爱我！我不靠自己挣扎 - 请主帮助我！ 

 
罗马书 6：15-16 

15 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 

    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16…献上自己…顺从谁，就作谁的奴仆! 或作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作顺命的奴仆，以至

成义。  

罪不能够强迫我们作任何事。但是，会恐吓欺骗我们去配合他。身体不是你的敌人！ 

身体是你的伙伴！你的武器！选择给谁使用？魔鬼的器皿？神的器皿？ 

灵 – 没有身体配合 – 不能够作用！ 

在恩典之下           对比           在律法之下 

焦点是主的爱                          焦点是自己的行为 

不再定罪                                 失败就定罪  

靠主成功胜过                          靠自己挣扎沮丧   

 

罗马书 6：17-18 

17 感谢 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

范。 18 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义的奴仆。  

心里顺服爱我们的主 – 相信他十字架所成就！从定罪的谎言得释放 – 做主耶稣爱的仆人！ 

 
罗马书 6：19 

19 我因你们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作奴

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  

基督徒魂和身体可能犯罪，但是不被定罪！不断学习更新心思意念，真尊主耶稣是主！选

择心思和身体献给主，配合主的话而活！ 

 
罗马书 6：20-21 

20 因为你们作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21 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

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22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作了 神的奴

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 

不是先圣洁（做不到）  

圣洁是救恩的果子 

得救前，做罪的仆人，也有做善事，但是不能够改变本性，当时所作的事，现在看为羞

耻，得到坏果子。 

得救了，从罪得了释放，罪性死了，现在有神的本性，做了神的仆人，继续配合神的话

（种好的种子），分别归属神，就必定会有分别归属神的好果子。。。永生！ 

 

罗马书 6：23 

因为    罪的工价 乃是死；惟有  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工价 Salary        对比        恩赐 Gift 

      回报或报酬                       白白的礼物 

配合罪的工价死                      配合基督得永生 

保罗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罪上死了的人怎么还会在罪中活着呢？ 

 



罗马书 第六章 结论 

• 老生命死了    活在新生命 

• 罪的权势破了   神的权势之中 

• 死人不犯罪了  耶稣的爱中活 

• 不做罪的器皿   要做义的器皿 

• 罪的工价是死  义的恩赐永生 

 

恩典的杰作  罗马书 第六章 

• 明白恩典 – 认识主耶稣 

• 能分辨恶者的谎言 

• 谦卑依靠神的灵和神的话 

• 拒绝配合罪 

• 配合基督活在恩典丰盛的生命 

真看见属灵世界的真实：魔鬼来偷窃杀害毁坏 - 老生命配合世界 – 配合罪 – 配合魔鬼 – 工

价就是死！真感恩耶稣的代罪代死：感恩都来不及，怎么还会故意配合敌人 – 来攻击自己

和自己的家庭。真明白神的浩大恩典的人：不会故意犯罪！会愿意谦卑请圣灵帮助！ 

 
康惠健康中心网上直播导读安德烈书本课程 

每周一章：星期二  罗马书     晚上 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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