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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早期书信 

信息 14——罗马书 

成长为神的孩子 

罗马书 6--8章 

 

介绍 

赦免我的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罪！ 籍着神的爱和恩典与神和好。 这是奇异

的恩典，透过它，人将成为神的孩子。但是怎样才能成长为神的孩子呢？要有什

么样的改变，才能更像基督？纵观所有新约圣经，罗马书 6—8 章对于成圣的教

义（神“清洁我们”并让我们“成长为”他所赦免的孩子）有着最全面的探讨。

“公义审判”指我们从罪的惩罚中得到解脱（罗马书 1-5）。“成圣”指的是将

我们从罪的能力中释放出来（6-8）。所以对于每一位通往属灵成长道路的神的孩

子，这都是一篇重要的内容。 

 

不再是罪的奴仆：6:1-23 

 

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再从死里复活，他不仅为人类所犯的罪付了代价，而且

打破了罪对我们生命的辖制。所以神的恩典不是让我们能够免于罪…而是让我

们在生命中有足够的力量对罪说“不”。 

 

“这样，我们要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使恩典增多吗？绝对不可！我们
向罪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
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藉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
葬，是要我们行事为人都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
样。……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
的奴隶……这样，你们也要看自己对罪是死的，在基督耶稣里对神却是活的”
（6:1-4; 6, 11）。 

 

在我的生命中力量的结构发生了改变。我的“操作系统”现在以不同的方式在

运行。我战胜罪恶和活出神所喜悦样式的能力已经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我曾经

是罪的奴仆，之后圣灵进入到了我的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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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的主，我可以对罪的诱惑说不，对圣灵的提升说好的。 

 

“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掌权，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把
你们的肢体献给罪作不义的工具，倒要像从死人中活着的人，把自己献给神，
并把你们的肢体献给神作义的工具。罪必不能作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
下，而是在恩典之下。义的奴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
下，就可以犯罪吗？绝对不可！……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隶，
现在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教导的典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作了
义的奴仆”（6:12-15,17-18）。 

 

内在的争战：7:1-25 

 

罗马书 7 章和加拉太书 5 章都讲述了我们内在的属灵争战，老我的罪和圣灵之

间的战斗。在罗马书 7 章，保罗以他自己为例，讲述他是如何战胜他里头的

罪。但是，保罗提醒我们，仅仅靠律法去辛苦的与罪争战是不会获胜的。只有

靠着最后的方法（走进圣灵的权势中，8 章），才能与里面的罪战斗。  

 

律法不是解决的办法：7:1-13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藉着基督的身体对律法也是死了，使你们归于
另一位，就是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为要使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
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犯罪的欲望在我们肢体中发动， 

  

在十字架上发生了那么多奇异的改变，超出了我们的所思所想！耶稣为

我们的罪而死；他摆上生命，我们才能够向“罪的权势”而死。某种程

度上说，我们被埋葬（受洗）了，被葬在他的死亡中，之后我们又和他

一起复活了，有了新的生命，这样，罪就不再能够管辖我们。我们可以

对罪说“不”， 对神说“好的”。我可以“将身体献给神作义的工具，

荣耀神。” 现在，我是神的仆人，我是自由的。每天清晨醒来时我要

对神说“天父，我在这里，你是我的主。请你随你的心意使用我。掌管

我的心思意念，我的眼，手，脚，和我的一切……让我们一起成就生命。

我今天愿意遵从你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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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结出死亡的果子。但如今，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死了，就从律法
中解脱，使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圣灵的新样，不按着仪文的旧样”（7:4-6）。 

 

最后一句话是对罗马书 7，8 章的很好的总结。要成长为信徒，有两种方法：错

误的方法是接受神的律法，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遵循它。正确的方法是让神

来，住在我们里面，与神同行，让我们从内而外活出神圣的生命。 

 

 

我里面的争战：7:7-25 

 

保罗接着说到每个信徒都会遭遇的与罪的争战。特别是当我们以我们自己的能

力去遵循神的律法的时候（保罗强调此处）。神的律法不是让我们成圣的工

具，它是一面镜子，让我们恳求神的帮助（7:7-13），显露出我们的罪来。保罗

写道，罪是如何不断地打败他，让他在遵循律法时苦苦争战。 

 

“我们原知道律法是属灵的，我却是属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
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如果
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得承认律法是善的。事实上，这不是我做的，而
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 

  

当我们想要改变我们内在的某种性格时，我们通常会找一本所谓的指导

手册，并开始执行。也许这些书当中有些内容的确有所帮助，但是他们通

常是靠着已知的，或者积极的想法来帮我们实现目标。神的方式则是不同

的。因为他不让我们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也不是借助从书本或规则等处

搜集的讯息。他让我们走“属灵的新道路”——即通过圣灵指引，圣灵赐

予，圣灵带领的生活。保罗将在 8 章对此进行更为详细的阐述。不过现

在，请问你自己这个问题——当我需要改变自己的性情时，我是否靠着自

己的努力，而不是让神的灵在我的里面帮助我呢？我是否靠着所谓的“律

法”——那些能做，不能做的清单——而不是与圣灵同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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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知道，住在我里面的，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而去
做。如果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
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行善的时候，就有恶缠着我。因为，按着我里面的
人，我喜欢神的律，但我看出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内心的律交战，把我掳去，
使我附从那肢体中罪的律”（7:14-23）。 

 

作为神的孩子，我仍是天生有罪的，这罪的动机总是想要控制我，把我向律法

（神的话语）的反方向吸引。保罗向神呼求，以此作为这一自我反省部分的总

结： 

 

“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能！（7:24）” 

 

 

不被定罪：8:1-4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而付了代价。不过他是如何帮助我们战胜了罪恶的权势

呢？在罗马书 8 章中，圣灵的位格和做工是主要的内容。但是在保罗讲述这些

之前，他提醒我们哪怕我们正在与罪交战，我们的天父也永远不会定我们的

罪！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
督耶稣里从罪和死的律中把你释放出来。律法既因肉体软弱而无能为力，神就
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子，为了对付罪，在肉体中定了罪”（8:1-3）。 

 

  

他们说“同病相怜”。使徒保罗经常“去做他憎恶的事情”，对此你怎

么想？当你觉得自己独自一人在与负面情绪，自暴自弃作斗争的时候，

读一下罗马书 7 章——你就会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发生你这种情况很正

常。那么请继续读罗马书 8 章——保罗在此讲述了他生命成长所经过道

路。让罗马书 7 章来安慰你。罗马书 8 章来给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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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了完全的代价，我们就能够无惧无愧地来到主和人的面

前，内心安稳。我们总要提醒我们在基督里是稳妥地，特别是经过罗马书 7 章

这样的日子！我们有时间去打败；然而我们必须要坚定信念，相信神对我们的
爱不会改变。我们在神那里的地位也不会改变。我们在他给我们的奇妙的爱中

感到安稳。并且，我们确信，他已经在我们里面注入了能够战胜（罪）的力

量。 

 

靠着圣灵的大能前行: 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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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贴肉体
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因为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对神的律法
不顺服，事实上也无法顺服。属肉体的人无法使神喜悦。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
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而是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
的。基督若在你们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然而，使耶稣从死
人中复活的神的灵若住在你们里面，那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也必藉着住在
你们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欠
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定会死；若靠着圣灵把身
体的恶行处死，就必存活。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当你听到定罪的声音，不管它是来自于你自己的意识，或是邪恶的势力，

请打开圣经罗马书 8 章，读一下前面几句经文。同时阅读约翰 1 书 2:1,2 两

章。如果继续读撒迦利亚书 3:1-5，你会得到更多的鼓励。作为神的孩子，

你可以确信，你在天上的父会用他的方法管教和训练你；但是他永远不会

定你的罪（因为他已经将所有的罪都让他所爱的独生子承受了）。我们要

接受这些安慰的话，特别是当我们处于糟糕的状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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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因此我们
呼叫：“阿爸，父！”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8:5-

16）。 

 

保罗在这里的 13 段经文中提到了 14 次圣灵。我们怎样才能战胜罪呢？我们要

顺服与他的灵，每天都让圣灵来带领，引导和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不能靠自己

的能力喜悦主。我们只能顺服于他的灵，这样才能让神喜悦。（加拉太书 5:16-

25, 是罗马书 7，8 章的重要的姊妹篇）。 

 

这表明基督徒的生命主要是顺服的生命。我们要一直顺服于在我们里面的生灵

的带领，它的声音和权能会引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靠意志的， 是靠圣灵

的。“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和平安”（8:6）。 

 

 

  

关于成圣的教义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你越深入地实践成圣的过程，它就会

越有效果。 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愿意让你自己关注去接受圣灵的带

领。如果你在自己里面不断地发现罪的问题（保罗说罪与他的生命紧紧相连）。

哪怕你说：“我要切断这种联系”，但是效果却不好。而如果你让圣灵向你展

示你里面的罪根，那么你就可以从这种反复的罪罚中获得释放（这就是深入

的实践成圣）。 

这是我经常学习问自己的几个问题，那就是圣灵将我从其中所释放出来的反

复出现的罪。“神呀，为什么我刚才对罪有反应？它触动了我里面的哪个按

钮？为什么那里是一处敏感的位置？那里有什么伤痛么？那个伤是从什么时

候有的？我是否还在脑海中承认某些谎言？我发过什么样的誓言？用什么方

法来自我保护？在跟随神的脚踪时，从神的话中我能够得到的真理是什么，

这是否是圣灵一直想提醒我，给我加添力量的方式？ 

这种探讨“水面下冰山”的方式能够让我更深入的看到自己的罪根。如果我

认定罗马书 6 章（我的老我已死，在基督里我要开始新的自由之路），如果

我注意自己的反应（罗马书 7 章），如果我活在“定我为无罪”的和“神的

爱”这样的真理下（罗马书 8 章），这就是能够改变我生命及行为的深度的

成圣。这是神用他的方法来帮助我们灵命成长（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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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圣灵的权能下前行，这个主题还有一些额外的注释，请参考该笔记的

1200 至 1204 页： 信息 2——加拉太书：与圣灵同行 加拉太书 5-6 

 

终极目的：8:18-25 

就像一揽子方案一样，对我们的救赎包含三个部分：审判，成圣和得荣耀。这

三个部分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应我们的罪。 

 

审判：我从罪的惩罚中得救。 

成圣：我从罪的权势中得救。 

荣耀：我终会从罪中得救。 

 

审判和荣耀是发生在某一个时间点，他们是即时性的。而成圣却是一个持续的

过程。成圣发生在审判和荣耀之间，即一个人接受耶稣和耶稣将那个人带入天

家这两个时刻之间。荣耀是我们和神关系的尾声。它要将我们带入他永远的荣

耀中。关于此保罗陈述如下。 

 

“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受
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屈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
意，而是因那使它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
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
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作初熟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
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8:18-23）。 

 

神已经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死赎买了我们。他将我们称为他的儿女。他一直

做工，让我们从罪的污染跟权势中得清洁。他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他要将世

界展示给我们，最终让我们和他一起进入永恒的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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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受造者不仅人类，都希望最终成圣。神向我们承诺：最后，我们将和他

回到没有罪的世界！ 

 

 

旅程中：8:26-30 

 

罗马书 8 章进行总结时，保罗指出，在我们和神一同前往最终的天家路上，有

些事是非常确定的。 

 

1. 不致孤单。在路上的每一步，都有帮助我们的人。我绝不会独自行走这条道

路。 

“同样，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
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
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8:26,27）。 

 

2. 不致犯错。在旅途中无论我们遭遇了什么，神都会替我们接受，结果会是好

的——也就是让我们更像耶稣。不论我面对什么，最终我都能够更像耶稣。

启示录 1：26，27 中表述神是如何按照“他的样子”和“心意”造人的。当

我们经历生活的种种景况时，神让我们变得更像他的儿子耶稣。 

 

 

  

对永恒荣耀的确据是否给你的生命带来盼望和信心呢？曾有人言：向死

而生方知生命之意义。 这句话有它的道理。对永恒里荣耀的盼望成为保

罗生命中的精神支柱。“我认为，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

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8:18）。有空听一下“I Can Only Imagine”这

首歌。无论你现在经历了什么，这首歌都会改变你的态度！ 

每当我们软弱时，圣灵都会陪伴我们，让我们更加坚强。比如，保罗借助

祷告。我们经常不知道神让我们怎样祷告。圣灵会帮助我们。他会进入我

们的思想和挂虑中，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代求。天父知道圣灵所叹的是

什么。所以哪怕我们不知道如何祷告，也要坚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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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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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作长子”（8:28,29）。 

 

3. 完成做工。神应许将会完成在我们身上所作的工。他不会半途而废。神会荣

耀那些经过他审判的人。他永远不会放弃我！ 

 

“他所预定的人，他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
人，他又叫他们得荣耀”(8:30)。 

 

4. 在基督里安稳。还是这位神，他赐给我们他的儿子，耶稣会在终点和我们站

在一起。 

 

“既是这样，我们对这些事还要怎么说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顾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
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
呢？有基督耶稣 已经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
（8:31-34）。 

 

5. 永不隔绝。没有什么受造之物能将我们和神的爱相隔绝，我们就在他的爱

中。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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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
上，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
的，是有权能的 ，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
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8:35-39）。 

 

罗马书第一章提到，我们问题的根本就是与神隔绝。在这里讲到，没有什么能

够将我们与神再次隔绝。倘如我还对此怀疑，不相信我能够一直和神的爱不分

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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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要注意，我们每个人都是“受造之物”，保罗说没有受造之物可以将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耶稣在约翰福音 10:27-30 中说到，他的羊在他和天父的手中时

安全的，没有人能够夺去它们。它们拥有恒久的安全。罗马书在此进行回应：

神通过耶稣将我们之间的阻隔永远挪去了。我现在俯伏在神的手中。在通往荣

耀的道路上，我的生命发生了改变，罪得赦免。没有人能够将荣耀从我这里挪

去，没有人能够从神有力的爱中夺去我。这真的是奇异的恩典！花些时间好好

感谢神，用你的生命去尊崇神！ 

 

难怪保罗如此殷勤，无畏而又坚持将这个信息带给人类。难怪他要让每个人都

听到这个信息。他知道这“救赎的大能”（1:16）是对每个人的好消息，无论

他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是年幼或年长，是男或是女，为奴的还是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