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9/16/2018 
 

生命聖靈律之新生命樣式-06 

隨從聖靈的原則-03 

Walk after the Spirit 
 

羅馬書 Romans 8:3-4 

唐興 

經文： 

3 因為，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

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

人身上。另譯：「3因為，肉體軟弱，律法有不能做到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有

罪的肉體的樣子，為了罪，在肉體中定罪了罪，4使得律法的義能夠成就在我們，就是那

些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的裡面。」 

 

A. 前言： 

上週六美國網球公開賽女子單打冠軍賽，發生了一件事，成為電視新聞和評論節目的熱門

話題。首先，是年輕日本選手 Naomi Osaka 擊敗了美國女子網壇首席大將 Serena 

Williams 成為冠軍，但另外一件事的發生掩蓋了 Osaka 得冠軍話題。事情發生在

Serena 和裁判之間。第一局，Osaka 以 6 比 2 壓倒式的勝過 Williams。第二局的中間

3 比 1 的時候，裁判警告 Williams 和她的教練打手勢，Williams 嚴重抗議。接著，她因

為輸球 3 比 2，因為惱怒摔球拍，又被罰分（point penalty）。她向裁判提出抗議她先

前沒有和教練打手勢。在中間休息時，她怒氣發作屢次向裁判怒氣相向，並說出了不當的

言語。結果裁判罰 Williams 輸一局（game penalty）。最後，她不但輸了冠軍，並且

還被罰美金 17,000 元。Williams 等於輸了兩場比賽：輸了球賽和無法勝過自己的怒

氣。你若是去看球賽的這一段視頻，你會看到 Williams 如何被她的怒氣轄制，原因是她

認為「不公平」，受到歧視和欺負，她一再要求裁判道歉。她忘記她來的目的是要打網

球！其中有一個新聞的標題是「a moment of fury 」憤怒的時刻。 

 

雖然，這是一個球賽，但是也可以用來比喻基督徒的成聖過程，用來比喻今天的經文：不

順著肉體，只順著聖靈而行。在我們成聖的生活中，在基督的學校裡，就好像是一場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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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軍賽。在我們許多主安排帶我們進入的遭遇中，祂教導我們如何專注地：不順著肉體，

只順著聖靈而行。特別是在許多負面的遭遇中，當我們的天然的本性開始掌控統治我們的

思想，情緒要控制我們的言語和行為的時候，我們必須警醒的想到這段經文，來平衡，制

伏內心的思想和情緒。因為我們是處在不同的領域，我們不再順從本性的慾望，而是順從

聖靈的統治。 

 

因信稱義的基督徒，若不是生活在 8 章 4-13 節的成聖原則下，就無法彰顯出主耶穌在登

山寶訓中所描述的那些新生命的特質，因此也無法去在生活中實際遭遇中處理衝突的人際

關係。登山寶訓說說的：「動怒、淫念、夫妻關係、受不公平待遇（拿你的裏衣）、受冒

犯羞辱（打右臉）」，都是要生活在羅馬書 8 章 4-13 節的原則下，才能彰顯出來的生命

特質。否則，還是生活在肉體的原則下。登山寶訓是描述聖靈在基督徒成聖的過程中所結

出的果子。 

 

所以，清楚的知道基督救贖的工作，如何藉著聖靈施行在我們身上，成為基督徒成聖生

活，屬靈生命長大成熟的關鍵。8:4 節開始是羅馬書「成聖」教義的最重要的經文，說明

了基督徒內住的聖靈，如何把律法對義的要求，成全在因信稱義的基督徒的裡面——這

就是福音。 

 

B. 中心思想：認識基督救贖工作，在恩典下「隨從聖靈」，成全律法的義。 

 

C. 經文上下文。 

這一節經文是解釋說明前面的經文。第 1 節，「沒有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人

就沒有任何定罪了。」保羅一開始，從救恩的起點開始，說明基督救贖工作已經完成了，

因信稱義的人的救恩是穩妥的，雖然還會有過犯，神也會管教，但是不會失去救恩。第 2

節，「因為在基督耶穌裏生命聖靈的律已經釋放了你，脫離罪和死的律法」。這裡解釋不

被定罪，稱義，得生命的原因是：已經被基督轉移到一個不在律法統治下的領域中，就是

受到生命聖靈的律統治下的領域中——恩典作王的領域。這是基督徒生活最基礎的原

則：恩典作王的原則。在此領域中，神會管教我們的過犯和罪，但是不會失去救恩。為什

麼呢？3-4 節，告訴我們這是三位一體的神的救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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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前半，講到耶穌工作的原因：「 因為，律法既因肉體軟弱，有所不能行的」；第

3 節後半，講到耶穌工作的方法：「神就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作了贖罪

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第 4 節，講到目的：「為了要使律法對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

裡面，就是那些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裡面。」因為是三位一體的神把福音的祝福

施行在這些人裡面，所以，救恩是穩妥的；因為律法對義的要求 

 

接下來從第 5 節開始…保羅繼續解釋「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意思。我們看到使徒

用了 4 個一連串的因為，一環扣一環的從稱義到成聖，從救恩的穩妥，客觀的地位身分

的轉換，到實際的生活在福音的原則中。 

 

D. 經文解釋： 

4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身上。 

4使得律法的義能夠成就在我們，就是那些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的裡面。」 

另譯：「為了要使律法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裡面，就是那些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

人。」 

 

經文提綱：這一節經文不能理解成律法的義的成就之條件：基督徒必須不隨從肉體，只隨

從聖靈的話，否則律法的義就無法成就在他們裡面。因為，這樣就走入了律法裏面，這節

經文就成為一條律法了。我要證明的是：這節經文是在說，當律法的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

裡面的時候，就會彰顯出不順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新生命樣式。你必須先理解這個重要

的教義，然後，藉著聖靈的引導，彰顯在你的生活和事奉中，雖然會失敗，但是必定會結

出聖靈的果子。 

 

D1-希臘文的連接詞 [ἵνα](hina)（in order that）。告訴我們下面要說的是前面的目的：三

位一體的神的救贖工作的目的。第 4 節也同時澄清了第 2 節的領域轉移的目的：為什麼

要從罪和死的律法統治下，轉移到沒有任何定罪的生命聖靈的律的統治領域 。其實，保

羅仍然在陳述一件事：因信稱義的人的救恩是穩妥的，因為律法對義的要求，將會成就在

這些人裡面。 

 

D2- 律法的義 [τὸ δικαίωμα τοῦ νόμου]（to dikaioma tu nomu）。應該翻譯為「律法對義的

要求」（the righteous requirement of the law），律法所要求的完全的順服，或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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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求的義。為什麼不能解釋為律法的義，而必須是律法對義的要求呢？簡言之，因為律

法的義「已經」被成就了！並且律法的義的要求被彰顯在基督徒新生命的樣式中。這樣，

登山寶訓中的教導才能成為你生活中的實際：「你可能動怒，但是你會主動與人和好；你

會動淫念，但是你會知道去治死心裡的念頭；夫妻之間會有摩擦，但夫妻會主動和好；你

不會用各種方式報復你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和羞辱；你也會去愛那些逼迫你的人。」只要你

是因信稱義的基督徒，聖靈就住在你裏面，當聖靈光照你，認識到三一神施行救恩的方

法，你就會把這個原則應用在你的生活中，彰顯基督的確在你心中掌權，結出聖靈的果

子。 

 

D3-被成就在我們裡面。 [πληρωθῇ](plerothe)/[ πληρόω](pleroo)。這裡的成就是被動式的

動詞。被動式的動詞和「在我們裡面」，告訴我們這是三位一體的神的工作，不是出於

人，也不是神和人合作的。這告訴我們兩個重點點：第一，「被成就」表示人無法成就此

事，而是「在我們裡面」被做成的。第二，因為因信稱義的人，仍然活在肉體中，他們總

是無法以完全的順服滿足律法的要求。所以，除去肉體軟弱的實際障礙，不是靠聖徒的行

為。基督已經成就了律法的義，並且我們也在祂裡面。因此，這裡不是講律法的義的成

就，而是「義的傳遞」（righteousness imparted）——成聖。 

 

保羅在哥林多後書 5:21 說，「 上帝使那無罪的，替我們成為罪，好叫我們在他裏面成為

上帝的義。」神學家把基督替我們成為罪，叫我們在祂裡面成為義，稱作一種「交換」

（interchange）——基督承擔了我們的罪，我們在基督裡成為義。律法對義的要求被成

全在基督徒裏面，不是因為他們本身行為上的順服（這不是說基督徒不要順服，而是說達

不到義的標準），而是因為他們被納入進入基督裡（基督的身體）。基督滿足了律法，這

樣，在祂裏面的聖徒也被宣告為義，免除定罪。而這一切都是藉著信心成就的。 

 

如果這樣理解，第 4 節「律法對義的要求，被成就在我們裡面」，對我們而言，就不是

一種方法和手段，而是描述性的說明。這是律法對義的要求，被成就在因信稱義的聖徒裡

面的時候的特徵——他們就會「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 

 

D4-「隨從」的意思。「隨從」希臘原文就是 [περιπατέω]「行/行走」 。使徒用「行」來

描述基督徒生活的樣式，生命的新樣式（羅 6:4），聖靈的新樣式（羅 7:6），一種生活

的模式。也就是某種掌控我們生活思想、動作、行為的原則。不同的人對發生在他身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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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有不同的反應，不同的反應背後是不同的統治掌管的原則。這些原則控制了人的生

活——他的思想，他的判斷，他的情緒；他對事物的興趣，他的目的…。 

 

弗 2:1-2。「你們死在過犯和罪惡之中，祂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περιπατέω]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

邪靈。 這裡的「隨從」同樣是「行走」。是講到「行事為人」的法則是『今世』的風

俗，是不屬於神國度領域的統治原則。這個舊世代的一切思想模式和原則，而且不一定是

壞的。 

 

D5-「肉體」[σάρξ] （sarx）的意思。在這裡肉體包括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我們天然本

性的罪和罪性；第二，所有沒有被更新的人類本性。第三，屬於非救恩領域的一切事物的

價值和原則。 

 

5.1-弗 2:3 中的「肉體」。「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慾望]私慾[passion 

of our flesh]，隨著肉體和心中[body and mind]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

一樣。」另譯：「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按照肉體/本性的慾望[passion of our 

flesh]，隨著肉體和心思/理解力[διάνοια]（dianoia）[ ֵלב, ֵלָבב  ][body and mind]所願意

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所有沒有被更新的人類本性，不一定是犯了嚴

重的罪，而是不在基督的領域，心裡沒有聖靈的引導。 

 

5.2-腓立比書 3:4 中的「肉體」。保羅在腓立比書中說，「其實，我也可以靠肉體；若是

別人想他可以靠肉體，我更可以靠著了。」他接著解釋靠肉體的意思，就是指他自己在基

督以外，在救恩以外的領域的所有一切身分、地位、成就。他說，就律法的義說，他是無

可指摘的（腓 3:6），但這些，以前對他是有益的，現在卻當作是有損的。所以，「肉體」

在這裡不是指人的天然本性，而是指所有與在基督裡，與得著基督無關的一切事物。這是

我們對肉體這個字的意思常常忽略的一方面。 

5.3-鐘馬田（Martyn Lloyd-Jones）說：「這個意思是說，我們在一種狀況，聖靈沒有

引領我們，指引我們。所以，你可以說，有最重大罪的人和最令人尊敬的道德人士，兩種

人都是隨從肉體而行的人。兩種人都不是基督徒；聖靈在這兩種人裡面都沒有任何影響

力。好像一個是穿著破爛衣服的人，一個是穿著體面的人，但都是順從肉體而行的人。這

是一個最重要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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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隨從肉體。鐘馬田說：「肉體這個字，主要的不是在描述邪惡，或罪惡的行為；它是

在描寫一種對救恩的看法，與新約中所教導的福音是完全相反的。它是從世俗的，本性的，

人的觀點來理解救恩的思想模式；不是神的榮耀的福音。換言之，它是標準的，還沒有重

生的人的觀點和態度…隨從肉體的意思是，你看你自己和你與神之間的關係，與神在基督

裡，藉著聖靈成就救恩的方法，是完全對立的。」也就是說，神要把救恩成就在你裏面的

方式，沒有成為你和神之間——實際上的關係。就像法利賽人一樣，他們完全誤解了神

的工作。 

 

法蘭斯 (RT France) 說，「神不但提供了基督裡， 對基督徒必須完全滿足律法的要求，

並且祂還差遣聖靈進入信徒的心裡，對祂的要求賦予一種新順服的能力。基督徒現在是受

到聖靈的引導，不受肉體的引導。如同我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參考 7:5，和 8 章的序

言），肉體和聖靈是互相對立的，不是人的兩個部分（一種人類學的二元論），甚至也不

是人裡面的推動力和能力，而是救贖歷史中兩個「領域」中的統治力量，或支配控制的特

質（features）。那麼，「順從肉體去行 wa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就是把一個

人的生命由「這個世界」的價值來引導和決定，這個世界是與神為敵的。這種的生活樣式

是純粹「屬人的」方向（參-林前 3:3）。相對的，「順從聖靈去行 wa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就是生活在「新世代」的價值的控制下，順服在其之下，受到神的靈的

「創造」和「統治」，是祂末世性的恩賜。」 

 

他的意思是，你對事情的看法，你的心思意念所想的，就表示你在那個領域中。在舊世代

的領域中是沒有救恩的知識的，在新世代的領域中，「萬事都互相效益，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祂旨意倍召的人。 

 

D7-隨從聖靈/順從聖靈而行 [περιπατοῦσιν κατὰ πνεῦμα]（peripatusin kata pnevma）

(walk according to the Spirit)。這裡不是在描述某一類的基督徒，他們選擇走高層次的

基督徒生活。保羅在這裡是在描述每一個基督徒，每一個重生的基督徒，每一個在基督裡

的聖徒。鐘馬田做了這樣的結論：「按照天性，我們都是「在肉體中」，並且我們是隨從

肉體的。那是「天然人（natural man）」的領域。但是現在，作為基督徒，我們在一個

完全不同的領域，我們在聖靈的領域。我們屬於此領域…所有的基督徒都在羅馬書 8 章；

你若是不在第 8 章，你就不是一個基督徒…我重複我的要點：一個基督徒「僅是稱義」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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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的事，一個基督徒僅僅相信主的赦罪和拯救，但是卻繼續活在肉體中，是不可能的

事。新約裏面從來沒有這樣說。因為重生，和在「基督裡」，和有「神的靈」住在我們裡

面，所以是不可能的事。」「基督徒還會跌倒在罪中，但那不是說他「順從肉體而行」。

他仍然是「順從聖靈而行的」，但是他滑跌在罪中，他沒有改變他的領域，或狀態；他仍

舊在基督裡，雖然他跌落在罪中。他不會停留在那個領域中，他不會成為可怒之子。不會

的，他已經被從黑暗的國度，轉移到愛子的國度（西 1:13）。」 

 

結論：保羅在 8 章 4 節，說明了基督救贖工作的目的： 當律法的義的要求成就在我們裡

面的時候，就會彰顯出不順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新生命樣式。你必須先理解這個重要的

教義，然後，藉著聖靈的引導，和聖靈的能力，必然彰顯在你的生活和事奉中，雖然會失

敗，但是必定會結出聖靈的果子——因為，這是三位一體的神的救贖之工。 

 

應用： 

1-首先，我們必須檢視我們的心思意念，言語和行為知道我們是否在肉體之中行事為人：

保羅用成聖的真理檢視哥林多的基督徒：「弟兄們，我從前對你們說話，不能把你們當作

屬靈的，只得把你們當作屬肉體，在基督裏為嬰孩的。2 我是用奶餵你們，沒有用飯餵你

們。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3 你們仍是屬肉體的，因為在你們中間有嫉

妒、紛爭，這豈不是屬乎肉體、照著世人的樣子行嗎？」（林 3:1-3） 

 

2-然後你必須在正確的關於基督的知識上被更新：「8 但現在你們要棄絕這一切的事，以

及惱恨、忿怒、惡毒*、毀謗，並口中污穢的言語。9 不要彼此說謊；因你們已經脫去舊人

和舊人的行為，10 穿上了新人。這新人在知識[ἐπίγνωσις]（epignosis）上漸漸更新，正

如造他主的形像。」（西 3:8-10） 

 

3-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因為是三一神的救贖之工，你必須禱告祈求天父：「你們祈求，

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8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

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9 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10 求魚，反給他

蛇呢？11 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

東西給求他的人嗎？」（太 7:7-11）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