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的杰作  罗马书 第八章（二） 

安牧书籍 读书分享 郑乙蒨传道 Joyce Teh解读 

2022 年 4 月 19 日 

  大纲  （经文用新标点和合本） 

   1-17 随从圣灵的生活 

 （一） 1-4     在基督里称义不再定罪 

            5-8     体贴肉体对比体贴圣灵 

 （二）9-13   属灵靠圣灵体贴圣灵 

           14-17  得神的儿子的灵得荣耀 

 （三) 18-39 不仅仅是征服者 

 

  第一章到第七章 提及圣灵：1 次 

  第八章 提及圣灵：19 次 

依靠圣灵是关键 

 

罗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 就不定罪了。 

“在基督里”  新约讲了 300+次 

会被法律，良心和魔鬼的控告所定罪 

不被神定罪: 一罪不两罚 

重点（一）神不定罪 

 

罗 8: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捆绑） 

重点（二）活在新身份地位 

自由活在《赐生命圣灵的律》 

 

罗 8:3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 

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  

重点（三） 

我的罪案已经完全被处理了！ 

 

我（们）的罪案已经完全被处理了！ 

若还接受定罪就是 

高举自己的感觉或者人的话 = 骄傲 

使基督白白牺牲了，从恩典坠落！ 

Q:提出问题：为什么那是骄傲？ 

A:答案：谦卑是：遵行神的话！ 

 

怎么跟随圣灵？HOW？ 

 

罗 8:5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关注）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关注）圣灵的事。 

自我检查： 

我的思想集中在哪里？ 

我绝大部分时间在想什么！ 

 

罗 8: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肉体的思想 = 死亡 

属灵的思想 = 生命 

死亡：疾病、抑郁、愤怒、贫穷及 

      其他任何因罪恶而产生的结果。 

 

罗 8:7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 

林前 2:14  自然人  不领受  神圣灵的事，…是愚昧的 

林前 2:12…从 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重点(四）靠圣灵才能活超自然生命 

 

今天重点：罗 8:10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 

心灵（注：灵）却因义而活。 

约 4：24 神是一个灵，我们必须 

在灵里和真理里 - 敬拜祂 

约 6：63 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重点：在灵里和真理里 

 

罗 8:10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 

灵却因义而活。 

若你认基督是主，灵里： 

罗 6：3-5 已经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罗 6：10-14 在基督恩典里，向罪死，向神活 

重点：在灵里检查基督的同在 

 

罗 8:10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 

灵却因义而活。 

罗 8：6 不是肉体（Body）真的死了 

**不能用体（感觉）和魂（未更新的思想） 

来与神联系：死（隔离）** 

必须通过灵与神联系：活（连接） 

 

罗 8:11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 

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1. 基督第二次再来时身体的复活， 



2. 罗 8:10  身体因罪而死，灵因义而活 

 

罗 8:11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 

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体贴（关注）圣灵（神的话） 

跟随（顺从）圣灵（神的话） 

应对今生所面对的问题（死） 

在基督里胜过问题（活） 

问题：怎么靠圣灵？ 

约 6:63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答案：只有通过 - 里面的圣灵  

学习明白及选择顺从神的话 – 不靠感觉 

 

罗马书 8:12 弟兄们，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 

问题：为什么被罪“捆绑”（欠债）？ 

专注在：“不要犯罪” 和 “认罪” 

焦点是：罪！所以无法胜过！ 

不知道：罪已经完全被担当了！赦免了！ 

答案：焦点是罪和定罪而被捆绑 

罗马书 8:12 弟兄们，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 

肉体因罪的引诱是软弱的 

 

问题：如何胜过罪？ 

答案：新焦点：是基督，在灵里 

是被爱、称义、蒙怜悯与恩典 

不欠肉体的罪债不必顺从肉体的命令 

  



罗马书 8:13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失败（死）：把心思放在肉体上的人， 

将承受罪所支付的工资，最终是死 (罗 6:23) 

得胜（活）：把心思放在属灵事物的人， 

越来越能够分辨而选择真理 

加 2:20 基督是我们的真生命 

 

拒绝那些与神的话不一致的行为 

 

罗马书 8: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谁是神的儿子的“绝对标准”： 

被神的灵引导 

问题:  如果你没有被神的灵引导， 

那是不是意味着你没有重生?”  

答案：每个重生的人都是由神的灵引导的 

 

罗马书 8: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注意两点： 

1. 被圣灵引导可以有不同的程度 

（不同程度的明白和听从神的话） 

2. 不是因为被圣灵引导而成为神的儿子 

（圣灵引导人归向主），而是 

重生才成为神的儿子，就能够被圣灵引导 

 

罗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 

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耶稣在本质上是神的儿子， 

买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  

 



1. 旧时的罪性：被定罪的恐惧所束缚 (来 2:15)。 

承认拥有新生的灵： 

我是被爱、称义、拥有赦罪平安 

 

罗马书 8:15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 

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 

2. 接受了领养的灵， 

使我们称神为我们的父亲 

3. 这是圣灵的内在见证， 

与我们的灵一起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子 

 

福音重点：借着耶稣到父面前叫阿爸父！ 

罗马书 8:16 圣灵（用神的话）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约翰一书 3:19  

…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 

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平安 

 

罗马书 8:16 圣灵与我们的心 

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通过圣灵明白神的话语和圣灵内住： 

感谢圣灵不断将神的爱浇灌你的心， 

与神和好，以神为乐！得能力去爱及能饶恕！ 

没有圣灵的服事：信仰是没有能力的。 

开口请圣灵服事你：任何需要 

他是帮助者、安慰者、加能力者… 

 

罗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们不仅是继承人， 

我们还是基督的共同继承人 

基督继承了神所拥有的一切 



我得以与基督共享一切 

 

罗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我是基督的共同继承人 - 与基督共享一切 

如果没有我的认可/合作，与耶稣同为后嗣就没法实现 

（如同需要两个人签名的支票） 

耶稣已经在每个应许签上名字， 

等我们也明白和承认（签收） 

 

罗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耶稣已经在每个应许签上名字，等我们也签收 

腓力门书 6 明白和承认（享用）在基督里 

所拥有的一切好事物，使信心的分享满有果效 

Q 问题：我如何签收？ 

A 答案：相信神的应许和配合应许而行动 

 

罗 8:17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 

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除了相信主带来救恩的益处 

Q：基督徒与主同受什么苦？ 

A: 真传讲耶稣恩典的福音，为主的道和主的名 

会被拒绝、毁谤、逼迫；苦：不是疾病、灾害 

唯有依靠圣灵才能够忍耐持守继续前进 

 

罗马书 8 章 1-17 节总结 

1. 位置 Position：重生，称义 

2. 拥有 Possession：成为神的儿子 

3. 目标 Purpose：活出神的儿子的荣耀 



4. 神同在 Presence：跟随（顺从）圣灵 

弗 3:20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圣灵，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祷告：我们选择体贴（关注）圣灵 

体贴体贴神的话 

 谢谢天父赐在基督里丰盛的生命 

我拥有神儿子的灵，我是天父的爱子！ 

 

我要谦卑依靠圣灵来明白及领受 

天父开恩所赐的一切，也与人分享！阿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