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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已经在罪上死了，3-10 就用洗礼来说明…

洗礼就是跟耶稣一起死、一起活，就是一个记号，
洗礼就是跟耶稣
起
起活 就是 个记号
3-7 跟耶稣一起埋葬 — 我们原来是罪人、是罪的奴仆，
 5a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耶稣代替我死

6a 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
 5b 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跟他一起复活

受洗是表达洁净，我们的罪已经被洁净，
受洗之后我是一个新的人、活过来了，
 现在已经不是罪的奴仆、不再受老我辖制
 从此圣灵在我心里，我过新的、圣洁的生活
用洗礼表达我们以后向神活了。
用洗礼表达我们以后向神活了
这是谈到身分彻底改变 —
不再是罪的奴仆，在神里面胜过罪恶！

前面谈的是神的救法 — 救恩的内容，
现在谈到的是结果 — 六到八章 每章有一个重要的结果…
每章有 个重要的结果
一、第六章 胜过罪恶：1-11 身分改变、11-23 生活改变，
这跟世界上其他理论、宗教最不一样的地方，
 其他宗教都先提到生活的改变 —
先变成好人、你就得救了
 圣经反过来，是身分先改变，先得救成为义人，
然后才谈到生活的改变 — 练习过义的、圣洁的生活
1. 六1
六1-11
11 身分的改变
1) 前言1-2 我们已经在罪中死了，不可以继续在罪中生活。
在属灵上 如果没有信耶稣 我们是死人一个
在属灵上，如果没有信耶稣，我们是死人
个，
 罪已经把死亡带给我们，我们只是暂时活着
 短短的几十年以后就要死去，
短短的几十年以后就要死去
而且在属灵上真的像死人一样

2. 六11-23 生活的改变
我们已经跟基督 起死了 也跟基督 起复活了
我们已经跟基督一起死了、也跟基督一起复活了，
可是老我在不在呢？其实老我还在！
布道家司布真说 老我 经 了 躺在棺材
布道家司布真说：老我已经死了、躺在棺材里，
棺材板还没有钉死，老我有时还跑出来作怪。
1) 看，动词，当罪恶来引诱我时，要看自己是死的，

基督已经替我死过，罪恶没有权柄来命令我去顺从它
 我们对罪恶没有反应，它对我们无可奈何


11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

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
当神的感动、神的命令临到我们时，
 我已经信主、神的灵已经进来，向神看自己是活的
我已经信主、神的灵已经进来 向神看自己是活的
 赶快回应、顺从、跟随神，我们就胜过罪恶了

2) 拒绝
12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
不容许这样 我们奉主的名拒绝它
不容许这样，我们奉主的名拒绝它
14a 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
3) 献
13 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

倒要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
倒
将自 献给神 并将肢体作义的
献给神
我们忙不完了、乐此不疲…那有空去犯罪
4) 顺从 15-23 强烈的对照 —

从前是罪的奴仆，顺从罪恶、被罪捆绑，
以至于犯罪、以至于死
 现在是义的奴仆，顺从真道，脱离罪的权柄跟辖制，
以至于成圣、得到永远的生命


2. 不是律法不好，是律法有缺陷…
1) 1-2 律法只是约束我们，是一个消极的约束
律法只是约束我们 是 个消极的约束
2) 5、8-13 律法反而会被罪利用，引起我们不好的动机 —

律法告诉不可以，可是罪人偏偏就想真的吗？反而去做！
魔鬼、罪利用律法来引诱我们
3) 6b 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


律法是比较外表的，是仪文的旧样、只是仪式条文，
 没有真正的本事、能力，让我们成为一个义人
 老我、律法之间有很多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最后我们是失败者
 心灵的新样，灵也可以翻译成圣灵、神的灵，
 是在灵里面我们得到更新
 现在守律法反而守得更彻底，有圣灵、神的话，
现在守律法反而守得更彻底 有圣灵、神的话
我们有力量、反而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二、第七章 胜过律法主义，不可以说胜过律法。
1. 1-4 用夫妻做比喻 — 律法像丈夫，我们像妻子，
律法
原来律法的约束，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
我们在律法上也算是死了 死了就脱离了律法的辖制
我们在律法上也算是死了，死了就脱离了律法的辖制。
就像创世记女人得到一个咒诅 — 妳的丈夫要管辖妳，
律法要管辖我们，定我们罪、最后把我们处死。
婚姻到
婚姻到死亡就结束了—
就结束
并不是丈夫死了、是妻子死了，
我们跟基督一起死了，丈夫管不着我了、我得到自由了，
 律法像一个不好的丈夫要管辖我们、现在管不着了
律法像 个不好的丈夫要管辖我们、现在管不着了
 我们复活以后，有一个新的丈夫是耶稣基督，
不是重婚，婚姻到死就结束了
为什么要脱离前面的丈夫？
 是脱离律法的辖制、不是不要律法
 是改嫁了、现在新的丈夫是耶稣基督

4) 14-23 很生动的描写靠律法是不行的，

人明明知道善却不去行 — 行善无能、拒恶无力，
保罗的感叹…
23-25 身体里面是有两个力量，

一个叫我行善、一个叫我行恶，
我真是苦啊！我心里想要顺从神的律，
可是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19 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

这种交战、痛苦，是在讲信主之前、还是信主之后？
 靠律法来称义的人，永远有这个软弱
 如果已经信主了而真理不清楚，以为靠律法
帝才会喜欢，
然在 个软弱
上帝才会喜欢，也仍然在这个软弱里
靠律法的就会这么软弱，但是靠恩典就得胜了。

三、第八章 拥有圣灵内住
1 1-4 消极面 — 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了
1.
七25-八1 是一个戏剧性的转变…
 虽然很苦，但是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
苦
是感谢神 靠着
基督
离
 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死，把律法的义就归给我们—
我们应该被定罪的，我们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
耶稣已经替我受过罪的刑罚，
 我不是罪人、已经是个义人了
 可以脱离罪跟死的律、罪的挟持、
死亡的后果，不被定罪
2. 55-88 积极面 — 以后有圣灵内住，
顺从圣灵开始过新的生活、是一个新的生命，
 已经得到平安 — 与神和好了
 现在是体贴圣灵，得到的是丰盛的生命跟平安

4. 将来的盼望、我们拥有荣耀的盼望
1) 18-25 盼望肉体得救…
18 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现在
起将来
耀就
介
19-22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

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野生动物本来活的那么快乐，因为人类…
 也在期待得救
 应许将来万物跟我们都会一起得救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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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赎的事情是一个盼望，因为现在还没有成就。
25 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

3. 圣灵内住的一些情况…
1) 成为一个印记，9 不是属肉体、乃是属圣灵的。

上帝在我们心里盖一个章，表示我们是属他的人
2) 可以因义而活，不但称义了…
11 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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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应许现在灵魂先复活了，有一天我们的肉体也复活
3) 14-17 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以前在律法之下好像奴仆
 现在在恩典之下、顺从圣灵的引导，
发现我们是神的儿女 靠神的灵就可以
发现我们是神的儿女，靠神的灵就可以
活出义的、圣洁的、光明荣耀的生活


2) 28-30 结论
28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什么益处呢？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我们是蒙召的
29a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30 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

义；
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我们现在灵魂已经得救了
 但还在盼望将来的荣耀 —
肉体得救赎

5. 31-39 能够胜过苦难 — 跟 第五章 的开头前后互相呼应…
五3-5 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过去与神和好、现在站在恩典中、将来患难中也是
欢欢喜喜的，盼望神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就可以胜过患难、是很有盼望的。
这里也是讲过去、现在、未来 —
 31-33 过去，基督已经使我们称义了
过去 基督
我 称义
 34 现在，耶稣在神的右边替我们祈求，
 在任何痛苦中不可以自怜、自哀、自叹
 耶稣基督在替我们代求 — 我们在恩典中
 35-39 未来，可以胜过一切的患难

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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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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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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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盼望不但是过去，是现在、而是将来，
一切的、地上的、天上的，
不但有圣灵、也有邪灵，
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
 无论多大的患难、逼迫，因为神的爱大过这一切
 在耶稣基督里，他不但过去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
现在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还是热切的爱着我们
靠着他可以胜过患难，我们可以永远在神的爱中 —
这是救恩论一个荣耀的结论！

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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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经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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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靠着爱我们的主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不要以为保罗在写文章，这些全部是他经历过的，
 但他也经历过靠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得胜有余
 我们将来无论有多少患难、逼迫，
靠主都是可以得胜的 —
有
，
他是爱我们的、而且他有能力，
他又爱、又有能力来帮助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