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典的杰作  罗马书 第八章 29-39（四）安牧书籍 读书分享 

郑乙蒨传道 Joyce Teh 讲解 2022 年 5 月 10 日 

  大纲：罗第八章：新生命随从圣灵生活 

 （一）1-8      在基督：体贴圣灵义人不定罪（地位） 

 （二）9-17    靠圣灵：拥有神儿子荣耀的灵（身份） 

 （三）18-25   得赎者：见现今与永恒的盼望（产业） 

            26-28  爱神者： 靠圣灵帮助完美代求（同在） 

 （四）29-39   新生命：在基督里的人必得胜（新人） 

 罗马书 8 章 8:29-39（四）大纲 

新人：在基督里必得胜 

29-30   预定论的真实意义 

31-34   再确定称义的身份 

35-37   得胜有余的新生活 

38-39   神的爱浩大不改变 

  

8:29-30 预定论的意思 

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

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预定了” 新约圣经只出现四次： 

(1.) 罗马书 8:29-30 (2.) 以弗所书 1:5,11 

 

罗 8:29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

他儿子  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神预定谁？预定预知了什么？ 

１. 神只预定那些祂知道会接受祂为救主的 



２. 预定我们要成为像耶稣一样 

《约一 3:1-2》 

***预定在见主时都会和祂一模一样*** 

 

罗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那些主知道会接受祂的人都被呼召了，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的牺牲赎罪， 

也因此得到了荣耀。 

***预定被召的信徒得称义得荣耀*** 

以弗所书 1：5，11 

5 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得儿

子的名分， 11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

的，照着他旨意所 预定的， 

***预定：信徒得神的儿子的名分和基业*** 

 

“预定论”一般常见的错误解释: “添加”神的话，滥用“神的旨意”： 

错误“添加”神的话，滥用“神的旨意”的例子： 

1. 神预定一些人得救；一些人不得救下地狱！ 

***神从来没有预定任何人下地狱！*** 

2. 神预定一些人得医治；一些人不得医治！ 

***神没有预定任何人不得医治！*** 

3. 神预定你所面对的：每一样事情！ 

***神没有预定任何人的每样事！*** 

 

《约翰一书 3:1-2》 

1 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

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  

2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 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



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  

***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神是为了人的好的真理，  

God is for man  

这给信徒很大安慰：神的预定 

1. 到祂那里寻求救恩的人 - 必得最终拯救。 

2. 神是帮助我们 - 与我们合作的 

3. 帮助我们达到主基督完全的身量 (弗 4:13)。 

 

罗 8: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又叫他们得荣耀。 

约一 4:17 祂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  

林后 5:17 新造的人 

现在这肉体上还没有得着荣耀 

(林前 15:42-43 复活的是荣耀的身体) 

重生的灵得了荣耀 - 现在就像耶稣在天上一样 

 

31-34 确定称义的身份 

罗 8: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保罗在第 7 章宣称：肉体永远无法讨神喜悦的绝望！ 

得胜答案在第 8 章：明白圣灵的内住和依靠圣灵的能力！ 

罗 8:31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8：1-17 称义成为神的后嗣 

8:26-27 神赐圣灵为我们代求。 

 8:28  神为我们的益处让万事互相效力。 

8:29 我们注定要效法耶稣的形象。 

结论： 

***神若是帮助我们，谁能成功敌挡我们? 没有人能！ *** 



 

罗 8:32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罪得赦免的需求 – 是每个生命最大的需求 

父神为了我们的罪债 – 舍了自己的儿子  

他爱我们到付出这么 - 巨大的代价， 

慈爱的天父更愿意满足我们所有其他的需要 

“freely give.” “白白地给予” 

***强调神的恩典，而非人的表现*** 

 

罗 8:33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 

宇宙中最高的审判官(父神)已经宣告我们无罪！既然我们得到了神完全的

宽恕（原谅），祂就永远不会对我们提出任何指控。所有其他的审判官都

没有权利以任何事指控我们。 

如果全能的神因为我们对基督的信心而不再对我们指控，为什么要让自己

或别人的指控困扰我们呢？ 

 

罗 8:34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

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代祷和定罪是对立的： 

1. 神已经原谅了我们：祂不会再定我们的罪。   

（祂是救赎我们脱离定罪的） 

2. 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不可能是给我们定罪的。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 

***任何定罪或控告：都不是来自父神或神子*** 

 

35-37 得胜有余的生活 

罗 8:35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



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 

 

仔细注意这一节没有说 “谁能把我们对基督的爱分离出来” 

（很多因为迫害、患难、饥荒、危险而离开主的例子） 

而是说这些事情 

***永远不会阻止基督爱我们*** 

无论是任何人、事、物 都不能将我们与基督的爱分开 

信徒要脱离基督的爱 - 唯一的方法是： 

上当！否定/否认他们对基督的信仰 deny their faith in Christ 

罗 8:36 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

羊。 

37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诗篇 

44:22） 

我们如何得胜有余？ 

得胜者：通过战斗来获得胜利和拥有战利品。 

我们没有参与战斗，是耶稣为我们战斗并且赢得了胜利！ 

我们得胜有余：因为耶稣的胜利而再基督里分享他所有的战利品！ 

 

38-39 神对我们的爱不变和浩大 

38 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

的事， 是将来的事。39 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

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生与死，涵盖了一切） 

 

保罗对此深信不疑！你和我必须深信神的爱才能从中获益！ 

 

罗 8:39 不论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里的。 

 



任何违背了以上 8：31-39 经文的你要拒绝！ 

宗教说：很多原因会导致神不再爱你！（这样说法使人没有安全感） 

使得神的应许无效 - 许多基督徒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害怕做一些事：会失去神的爱，甚至失去救赎！ 

律法：靠人的作为取悦神，永远不足够！ 

可 7:13 （耶稣警告说）你们就是这样为了拘守传统而废除神的道！ 

 

罗 8:39 不论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

耶稣里的。 

罗马书 3:4 保罗说，即使人们不相信，神的应许也总是真实的。 

当任何人或事与神的话语的应许相抵触时，我们需要认定神是真实的，而

那人或事是在撒谎。 

 

恩典：因为爱，神为人所作所供应的！ 

信心：去感恩领受，神所提供的供应！ 

 

第 1-8章 总结：因信称义 

1:16,17 福音是神的大能 - 义人因信得生命 

2:1  没有人可以夸口， 

2:4  神以爱吸引人悔改 

3:20,23 律法使人知罪，世人都犯了罪 

3:22 神的义 - 加给相信的人 

3:24 蒙神的恩典 – 相信的人白白称义 

4:25 主为我们的过犯死 - 复活为叫我们称义 

5:1 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了！ 

5:5 神赐圣灵将 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5:10 既然与神和好，更要以神为乐！ 

5:17 因耶稣基督 在生命中做王！ 



6:1-13 旧人与主同死、同埋葬 – 对罪死了！ 

新人与主同复活 – 向神活！ 

6:14 罪不能作你们的主， 

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6:23 罪的工价乃是死，神的恩赐是永生 

7:6 旧人在律法上死了- 脱离了律法， 

  新人服事主 - 按照圣灵新样式！ 

7:18 在我肉身之中没有良善，做不到！ 

7:24-25 谁能救我？ 靠主基督就能脱离！ 

8:1-8      在基督：体贴圣灵义人不定罪！ 

8:9-17    靠圣灵：拥有神儿子荣耀的灵！ 

8:18-25   得赎者：见现今与永恒的盼望！ 

8:26-28   爱神者： 靠圣灵帮助完美代求 ！ 

8:29-39   新生命：在基督里的人必得胜！ 

 

第 1-8章总结 

福音：神的爱是一股浩大的力量 

祂赐我们圣灵将祂的爱浇灌我们心里 

祂也给我们保证： 

没有任何人、事、物能使我们与祂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旧的结束，新的开始~ 

 

~~~~~~~~~~~~~~~~~~~~~~~~~~~ 

康惠健康中心 - 邀请你成为伙伴 

通过网上多媒体管道我们能够迅速地把许多宝贵中文资料传达给世界各地

有需要的人！鼓励你参与这非常有意义的事工，成为伙伴， 

把我们的油管 YouTube 和网站平台 介绍给人，并且给予我们鼓励： 

订阅、点赞、分享！在评论区写感言！谢谢！ 



电邮 Email: gatewellwellnesscenter@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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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 Website: https://gate-well.com/  

面书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gatewell.gat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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