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书

第十五课…

上一次讲过 第六章 信徒和罪的关系，
罪恶的权势 罪恶的力量 罪在人心里作王
罪恶的权势、罪恶的力量、罪在人心里作王，
信徒怎么能脱离罪。
第七章 信徒和律法的关系，分成三个段落：
信徒和律法的关系 分成三个段落

信徒与律法之比喻

1-6 用一个比喻来说明
7 13 从全世人的角度，来看跟律法的关系
7-13
从全世人的角度 来看跟律法的关系
14-25 从信徒的角度，来看跟律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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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
六1 这样，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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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

七章 信徒怎样脱离律法的辖制？
七1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请按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
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

开始播放

六章 脱离罪的权势

七章 脱离律法的辖制

4b 叫我们一举一动

6 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

有新生的样式。
7 因为已死的人

是脱离了罪
是脱离了罪。
18 你们既从罪里

得了释放。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
叫我们服事主，要按着心灵
（或译圣灵）的新样，
新生命的生活状态
不按着仪文的旧样。
2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基督徒面对罪的权势、得脱离的办法，
就是向罪死
 基督徒面对律法的约束、脱离的办法，
向律法死


保罗就先讲了一个比喻，来说明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
是要死，
是要死
若不是向律法死，我们不能脱离律法的管辖约束。
向律法死的意思是什么呢
向律法死的意思是什么呢？
七1 我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也就是那一些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遵行律法，
也就是那 些想要靠自己的努力遵行律法
来得上帝的喜悦、来得神的悦纳
 甚至
甚至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
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还想靠自己的力量把律法完全行出来，
以致成圣的这 种途径
以致成圣的这一种途径
保罗说：这样的途径不对的，
所以作了一个比喻
所以作了
个比喻，强调
强调
 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行律法来成圣
 乃是完全靠圣灵更新的大能、
也就是靠主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拯救，才有可能

比喻：
七1-4 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

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
就如女人有了丈夫
丈夫还活着 就被律法约束
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所以丈夫活着 她若归于别人 便叫淫妇；
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
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
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
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这一段比喻不容易解释，
这
段比喻不容易解释，
 有可能正着解释、也有可能反着解释
 我个人接受反解法、
认为正解法不是恰当的

这样解圣经的时候，相当不容易，
4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
你们 (旧我) 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叫你们 (真我) 归于别人，
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 (真我) 结果子给神。
5 因为我们 (旧我) 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 (旧我) 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6 但我们 (旧我) 既然在捆我们 (旧我) 的律法上死了，
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 (真我) 服事主，
要按着心灵的新样 不按着仪文的旧样
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
这样的讲解是相当不妥当的，太过喻意化，
你们、我们、旧人、真我…
所以这种正着去讲解的方法，
现在很少学者们接受。

正着解是把
 女人表示真我，是要为善的，
女人表示真我 是要为善的
 要遵行道德、律法、各样要求的真我
 是被丈夫律法所管辖的


丈夫代表我们的旧人，会犯罪的，
会顺从撒但 魔鬼 罪恶权势而做的
会顺从撒但、魔鬼、罪恶权势而做的，
甚至喜欢罪恶
真我在里头被旧人所约束，旧人喜欢犯罪，
真我在里头被旧人所约束
旧人喜欢犯罪
怎么能够不去犯罪、脱离律法的辖制呢？
要旧人死 真我自由
要旧人死、真我自由。
第六章 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这是神在基督里完成的事情
这是神在基督里完成的事情。
所以就用 六章 讲的 – 旧人死、
然后真我自由能够行善 来解
然后真我自由能够行善，来解。

目前大部分都是把这个比喻反过来解释…
2-3 丈夫死了，妻子就自由了、
就不受丈夫和丈夫律法的约束。
4 我的弟兄们，
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在律法上也是死了
律法没有死、
乃是女人要死、妻子要去死，
 死了以后能够归给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
 那当然，我们借着基督的身体而死，
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
我们就跟着基督一同复活
所以死了 复活
所以死了、复活。

比方一个女人什么都不会，结婚了，
丈夫偏偏要求特别严格 太太天天回家挨骂
丈夫偏偏要求特别严格，太太天天回家挨骂，
那怎么办呢？
 若丈夫病死了，就可以脱离丈夫的律法，
若丈夫病死了 就可以脱离丈夫的律法
但丈夫非常强健，不会生病、也不会死
 丈夫不死，作太太自己去死，
丈夫不死 作太太自己去死
我死了，婚约就结束了
上帝有特别的办法，她又复活、就可以嫁给别人，
上帝有特别的办法
她又复活 就可以嫁给别人
就是 第四节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
而主耶稣死里复活、我们就与基督 同复活，
而主耶稣死里复活、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复活，
然后就归给主耶稣基督，基督成为新的丈夫。
妇人还跟过去 样笨，可是主耶稣基督什么都会，
妇人还跟过去一样笨
可是主耶稣基督什么都会
就慢慢地教导这个妇人，结果这个妇人
在新丈夫的保护、带领、教导 下，
在新丈夫的保护、带领、教导之下，
一天一天进步了。

律法有它的功用，神赐下律法、旧约，
带来了很多仪文 礼节 守安息日 守割礼
带来了很多仪文、礼节、守安息日、守割礼…
现在不是活在仪文旧样中，乃是按心灵的新样，
 也就是圣灵带来的新生命、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
 这一种生命在里面活出来，
我们才真 能够实现律法的要求
我们才真正能够实现律法的要求、
才能够活出律法的美善，
甚至律法禁止不了的 神的灵都能活出来
甚至律法禁止不了的、神的灵都能活出来…
加五22-23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基督徒们，我们感谢赞美主，
为 灵
新、 灵 新样，
因为圣灵的更新、圣灵的新样，
向律法死、与基督连合，必能过一个成圣的人生！

所有世界上的人，都像拙笨的妇人，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能
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能，
 不是靠自己来讨以前那个严格丈夫的喜悦
 我们现在是已经向律法死了，
我们现在是已经向律法死了
与基督一同复活、嫁给基督、归于基督，
活出复活的生命 所以能结果子给神
活出复活的生命，所以能结果子给神
如果只是靠自己的力量，
仍然会发现：
仍然会发现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只有一个救法 –
七24 感谢神，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
这里的比喻 就先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
这里的比喻，就先让我们了解这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