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的杰作  罗马书 第八章 1-9（一）安牧书籍 读书分享 

郑乙蒨传道 Joyce Teh 2022 年 4 月 12 日 

  大纲   （经文用新标点和合本） 

  1-17 随从圣灵的生活 

  1-4    跟随圣灵行走 

   5-9    体贴肉体和体贴圣灵对比 

   

  如何克服“肉体”的挣扎？ 

  神给了在基督里的出路： 

  罗马书 7:25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答案在第 8 章：跟随圣灵 

  第一章到第七章 提及圣灵：1 次 

  罗马书 5: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

里。 

  第八章 提及圣灵：19 次 依靠圣灵是关键 

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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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is therefore NO CONDEMNATION to those which ARE IN 

CHRIST 

 

“在”基督里（In Christ）：新的位置（Position）新身份地位（New Identity）  

罗马书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不定罪？WHY 

NOT？ 

 



赛 53:6     我们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

他身上。 

约 12:32-33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 …指着自己将要

怎样死说的。彼前 2：24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

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罗马书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不定罪？WHY 

NOT？ 

林后 5：17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林后 5：21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 神的

义。 

罗马书 8: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被谁定罪？ 

基督徒：灵 - “在”基督里(In Christ)。还是可能：魂 - 随从肉体 (After the flesh) 

不被神定罪:一罪不两罚！ 

然而，会被自己的良心和魔鬼的控告所定罪，但是这种定罪不是来自神。 

 

今天重点（一）定罪不是来自神。 

罗马书 8:4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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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徒（在）赐生命圣灵的律（自由）使我们脱离了（不在）罪和死的律（捆

绑）, 藉着耶稣拥有律法的义 

 

今天重点（二）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 

只有清楚知道拥有什么才能够享用和分享 



罗马书 8: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

的律了。 

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不配得到的祝福 = 恩典 (申 28:1-14 )也得不到我们应得的

诅咒 = 怜悯(申 28:15-68) 

 

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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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所做的只是：指出我们的罪 

人的肉体软弱：做不到所规定的 

律法不能：把人从罪的束缚中解脱。 

人的肉体软弱做不到所规定的 所以神差遣自己的儿子：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赎罪祭  

重点：我的罪案已经完全被处理了！ 

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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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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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态度就是不遵行/不接受神的话（罗 8:3 所说的我们的罪案已经被基督处

理了），也等于不荣耀他！使基督白白牺牲了，这乃是从恩典坠落！ 

 

罗马书 8:4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神把世人罪归在耶稣身上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有律法的义作为礼物

赐给我们 

 

首先：律法的义现在已经在我们重生的新灵里 

第二：通过圣灵，我们现在被赋予能力过着律法所要求但要靠圣灵去过的圣



洁的生活 

我们现在被赋予能力靠圣灵去过的圣洁的生活 

不是因为自己能够行为完美！而是跟随圣灵！ 

 

怎么跟随圣灵？HOW？ 

罗马书 8:5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

For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after) the flesh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flesh, but those who live according to (after) the Spirit, set their minds on the 

things of the Spirit. 

关注属灵事物的人 - 是跟随圣灵而行的， 

关注肉体事物的人 - 是跟随肉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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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3:7  人的心怎么想，他就会怎么做 

自我检查： 

我跟随肉体 或 跟随圣灵？ 

体贴肉体 还是 体贴圣灵？ 

我的思想：集中在哪里？ 

我们在想什么！非常重要！ 

 

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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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导致死亡） = 死亡 

属灵的思想（不仅仅倾向于生命）= 生命 

死亡不仅仅是身体（魂和灵离开肉体）的死亡。 

死亡：疾病、抑郁、愤怒、贫穷以及 

其他任何因罪恶而产生的结果也是。 

说自己是体贴圣灵却正在经历“死亡”的人被欺骗了 ！ 



死亡：疾病、抑郁、愤怒、贫穷以及其他任何因罪恶而产生的结果也是。 

看一个人生命的情况 – 呈现的果子，你可以知道他关注的是什么！在种什么

种子 

 

罗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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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体的思想：敌视或反对神的话 

一个专注于五官感觉的头脑：（凭看到、尝到、听到、闻到和感觉到）将永

远与神对立 

林前 2:14  自然人  不领受  神圣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在他看来 是愚昧的，他

也不能认识，因为这些事是属灵的。 

重点：人的思想无法明白：完全救赎与医治 

林前 2:12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 神来的灵，叫我们能

知道 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 

重点：靠圣灵的能力才能活超自然的生命 

 

罗马书 8:8 而且属肉体的人（in the flesh)，不能得神的喜欢 

凡属肉体的(not in the Spirit)，是对神的话没有信心的 

这里指的是没有重生的人 

神爱世人，神爱罪人但是神不喜悦罪带给人的伤害 

 “凡属肉体的 (not in the Spirit)，是对神的话没有信心的” 

希伯来书 11:6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信心是取悦神的唯一途径 

信徒拥有：圣灵的果子 – 信心(加 5:22-23) 

 



罗马书 8:9 如果 神的灵 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 属圣灵了。人

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 属基督的。 

未重生的人“没有圣灵内住”是“属肉体”的，但有人可能会随从圣灵的事行事

（活动）但是未更新的灵，没有信靠耶稣，没有得救 

重生的人 (约 3:3 )已经“有圣灵内住”，不是“属肉体”的，但是有人会随从肉体

行事（行事）因为未更新的思想，仍然会随从世界的方式生活 

 

罗马书 8:1-4  在基督里的地位： 

8:1 在基督里：不定罪 

8:2  得了赐生命圣灵的律 

       脱离了罪和死的律 

8:3 耶稣已经成为我的赎罪祭 

      我的罪已经被定案了 

8:4 得了律法的义，神的义 

 

罗马书 8:1-9  跟随肉体或者圣灵行事： 

8:5 随从（体贴、关注）肉体或圣灵 

8:6 体贴肉体是死，体贴圣灵是生命 

8:7 体贴肉体与神为敌 

8:8  属肉体的人不属圣灵 

8:8 属肉体不得神喜悦 

8:9 若拥有神的灵，是属圣灵！属基督！ 

 

宣告：我们选择体贴（关注）圣灵 

体贴圣灵是生命 

 选择不体贴肉体不抵挡神的话 



我拥有神的灵， 

我是属圣灵！我是属基督！ 

我要谦卑依靠圣灵来明白及领受 

天父开恩所赐的一切！ 

 

【注：请看康惠健康中心 https://www.youtube.com/c/康惠健康中心

/featured ：许多医治见证：学习、明白真理，谎言破除得医治！】 

 

 

 

https://www.youtube.com/c/康惠健康中心/featured
https://www.youtube.com/c/康惠健康中心/featur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