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的杰作  罗马书 第八章 18-28（三）安牧书籍 读书分享 

郑乙蒨传道 Joyce Teh 讲解 2022 年 4 月 26 日 

  复习 大纲 罗马书 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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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的灵得荣耀 

【下一课预告：8:29-39（四）信靠主的必能得胜（2022 五月 10 号）】 

罗马书 第八章（三）大纲 罗马书 8:18-28（三) （经文用新标点和合本） 

这一课分成两部分：18-25 节 救恩得赎的荣耀盼望：现在和将来的盼望；26-

28 节 圣灵帮助爱神者：完美代求 

荣耀盼望里分成（一）两种盼望：现在和将来（二）包括了两种群体：受造

之物和神的众子 

（1）圣徒 – 拥有完全的、荣耀的灵，拥有神所赐的信心、力量，恩膏。 

罗 8:18 从苦楚到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

不足介意了。（NKJV 直译）因为我认为现在的苦难不值得与将要在我们显现

的荣耀相提并论。 

注意：保罗说这个 “荣耀” 不是要“向我们”显现 (not to us) 而是  “在我们里面” 

显现 (but revealed in us) 

在我们里面有什么荣耀？ 

（一）将看清楚 - 现在已经拥有的荣耀：在重生的灵里 – 现在拥有神所有令

人敬畏的荣耀, 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感知它 ! 林前 13:12 我们透过模糊不

清的镜子看见。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

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帖后 2:14  

他藉着福音呼召你们，叫你们得着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彼前 5:1  彼得

说他与人分享介绍“将要显现的荣耀”弗 1:17-18     保罗为以弗所人祷告，求父

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他们能确实看神在圣徒中所得的荣耀。 

（二）看见将来的：神所赐永恒的荣耀：  

 林后 4:18 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

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明白永恒减轻痛楚： 



1. 与永恒相比，今生所受一切只是一瞬间 2. 所受的一切苦难都会为他带来永

恒的益处 

（荣耀神的安慰： 远大过罪所造成的一切痛苦 ）3. 鼓励将注意力 - 集中在属

灵领域的永恒事物上 

 

（2）8:19-22 受造之物的盼望 

罗 8:19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所有的造物都热切而强烈地期

待着神已经放在神圣徒中的荣耀将要显现的那一天（这一天是主的第二次降

临） 

创造物会某种程度上在每一个圣徒显示神的荣耀在地上时欢乐。 

约翰一书 3:2 亲爱的弟兄阿，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子，将来如何，（现在）还

未显明（将来会显明）罗 8:20  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

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8:21 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

神儿女自由的荣耀。8:22 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

今。 

保罗说的是：所有的造物都没有选择反抗神。只有人类才有罪。动物创造物

并没有做任何让自己堕落的事。它们被神置于人类的统治之下，通过人类的

犯罪进入堕落的状态。末日神将把动物创造物带入我们荣耀的自由，并存在

于新天新地 

 

罗 8:23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

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 

圣灵是我们救恩的定金（林后 5:5 弗 1:14) 现在初尝圣灵的滋味，盼望肉体将

来转化为荣耀的身体，更新的魂。生命将在灵、魂和体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新英皇钦定本直译 罗 8:23  不仅如此，我们这些拥有圣灵初熟果子的人，连

我们自己都在自己里面叹息，热切地等待着收养，我们身体的救赎。 

林前 4：7  “我们拥有宝贝在瓦器中”  

我们的灵 – 拥有神所有权能和荣耀 – 被锁在我们的肉体里。肉体是制造烦恼

的源头；得胜的基督徒也会有肉体的软弱收养”在新约中出现了五次 

“收养” 指我们将接受我们荣耀的身体的时候耶稣用血购买了我们全部救恩—



灵、魂、体—但我们的身体救赎还没有得到。灵是唯一经历过完全救赎的部

分 

 

罗 8:24-25 盼望 

 8:24 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

呢？ 

保罗所指的盼望：身体和魂将完美地显示这种荣耀。 

 

盼望是：在心里看到你在物质看不到的东西。 盼望是：积极的想象力 – 在内

心看到 

无法用眼睛看到的事物的能力（需要圣灵） 

 

盼望直接来自神和他的应许 

罗 15:13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

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 

 

罗 8:25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1. 盼望产生耐心: 首先盼望来自神的应许。 

2. 积极的想象力：强烈的盼望，容易有耐心。 

没有强烈的盼望，就没有耐心。对那些有强烈盼望的人来说，耐心是很容易

获得的。 

 

盼望 + 耐心 = 承受应许（说很容易 – 做不到 – 需要圣灵帮助） 

罗 8:26-28 圣灵帮助我们祷告 

8:26 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

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希腊语中的“软弱” 这个词描述的是精神和道德上的软弱，而不是疾病 

圣灵通过为我们代求，帮助我们克服不知道如何祷告的软弱。 

希腊语单词“帮助” 意思是“一起抓住对立面，即合作(协助) ” 

不是圣灵主动为我们祷告，而是我们祷告时请他帮助我们一起祷告。 



没有人确定知道任何情况下如何祷告！（唯有靠圣灵帮助） 

 

说不出来的叹息：灵里的呻吟，与说方言不同 

约 11 章 33，38 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时，在灵里呻吟了两次 

圣灵这种代祷是“无法言说的叹息” 

安牧：“这呻吟不仅仅是悲伤的呻吟，而且是愤怒的呻吟，是对撒旦在人们生

活中的手段的愤怒。圣灵渴望与人应对他们的问题--圣灵中真正的呻吟是无

价的。” 

 

罗 8:27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鉴察人心”指的是天父。我们的祷告凭不总是正确，谦卑让圣灵引导我们祷

告，圣灵按照神完美的旨意祷告 

约一 5：14-15 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

然无惧的心。 15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

无不得着。 

圣灵为我们的生命中神的旨意得以实现代求 

圣灵把我们心中的呼求传达给天父。 

圣父和圣灵完美地沟通。 

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事工如此重要的原因。 

圣父和圣灵之间是如此的一致，以至于祂的呻吟都被完全理解了 

 

罗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 

这一节以连接词 And 开头 

意味着这节依赖于上一节关于圣灵为我们代祷 

很多人滥用这经文说：所有的事都来自神，不论发生什么事都能够互相效

力，使那些人得益处（错） 

人们可能会引用他们从悲剧中学到的重要经验，认为这些消极的经验是神在

他们生命中实现祂的旨意的途径。这也不是圣经所教导的。 

 



提后书 3:16-17   一切经文都是从神的启示而来，有益于教训，有益于督责，

有益于使人归正，有益于公义的教导。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

善事。 

**神的话要使我们完全，使我们在一切美好的事上得以完全** 

不必一定从艰难学习。神的话教导、纠正和督责！ 

 

罗 8: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 

安牧对这句经文的正确解释：注意：不是所有的事都从神来 

注意四点：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 

1. 只有当我们在圣灵的能力中代祷， 

2. 爱神的人，我们要毁灭魔鬼的行为， 

3.只适用于那些根据神的旨意被呼召的人 

4. 这些事情（万事）才会为我们得益处而效力  

罗 8:28 的确应许我们： 

主藉着圣灵的代求，可以一同为我们的福祉而工作。 

当我们让圣灵以这些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放

心， 

无论魔鬼给我们带来什么，神都可以扭转这种局面，一起为我们的益处而努

力。 

 

罗马书 8 章 1-28 节总结：记得以下关乎我们这些重生的信徒已经拥有的真理 

1. 位置 Position：重生、称义、神的儿子 

2. 拥有 Possession：父神、基督、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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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04-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