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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灣聖徒改革宗長老會－主日信息 

9/23/2018 
 

生命聖靈律之新生命樣式-07 

體貼聖靈的原則-01 

Mind on the Spirit 

舊世代生命樣式的特質 

 

羅馬書 Romans 8:5-8 

唐興 

經文： 

5 因為，隨從肉體的人體貼肉體的事；隨從聖靈的人體貼聖靈的事。6 體貼肉體的，就是

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平安。7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

法，也是不能服，8 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歡。 

 

A. 前言： 

今天第 5-8 節的經文，是使徒保羅用對比的方式，解釋兩個不同領域人不同的思想和生

活模式，不同的生命樣式：屬肉體的，就是在基督以外的領域的生命樣式，和屬聖靈的，

就是在基督裡的領域的生命樣式。換言之，就是非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間的對比，或著是歸

信的人和沒有歸信的人之間的對比。歸信，conversion，是指一個人從悟性開始轉變，

延伸到整個全人的更新。這是一種有意識 conscious 的，主觀上的轉變：一種領域的轉

移。 

 

如果今天有沒有信主的人聽到這篇信息，可能會很難接受。因為保羅在這裡是在描述非基

督徒和基督徒之間的不同。 但這段經文是要說明一個最重要的福音真理 ： 當一個人成為

基督徒時，發生了什麼轉變。因此，這是對非基督徒最坦白直接的呼召。同時，也是對基

督徒的勸勉和警惕！ 福音告訴我們事實的真相，好要我們回轉向神，得著祝福！ 

 

B. 中心思想：不體貼肉體的事，體貼聖靈的事，是基督徒新生命樣式的標記。 

我們要花兩個主日來思想這段經文，今天我們要專注在「屬肉體」領域的人的生命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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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經文背景：首先，我們需要提醒的是，這裡的背景，整個第 8 章是在講：救恩的穩

妥。 

 

C1-第 8 章的論述目的：救恩的穩妥。 保羅在一開始就以宣告式的論述說明了他的論述

目的：教導因信稱義的基督徒的救恩是穩妥的：「沒有了！這樣說來，那些在基督耶穌裡

的人，就沒有任何定罪了。」（8:1） 。一直到第 8 章最後的結尾，更清楚的說明了救恩

的穩妥：「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

將來的事，39 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

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羅 8:38-39）。 他論述的基礎是：在基督裡，在一個

新世代的領域裡，在聖靈的領域裡，在恩典的領域裡，沒有任何定罪，因此是穩妥的—

—這是第一個新世代的樣式：恩典作王的原則。這是整個第 8 章的背景。 

 

C2-本段的論述。 保羅用「肉體」和「聖靈」的對比來描述和解釋兩個領域不同的特質

（5-6 節）。 一種是屬肉體的人，（7-8 節），一種是屬聖靈的人（9-11 節）。 

 

聖靈的執事。聖靈這個字多次重複出現在這一章中，因為，這是聖靈的執事(the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所以是不會失敗的。並且不僅是客觀的，而且是主觀的，

有意識的，發生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成聖的過程。也被稱為「歸信」

（conversion）：一種全人更新的過程。這種更新發生在對神的認識（the knowledge 

of God）上，一種新知識的注入。並且，這種更新發生在「隨從和體貼聖靈」的實際經

歷上。目的是，第 13 節，「靠著肉體治死身體的惡行」，結果是：「必要活著」——保

羅從客觀的稱義，到主觀的治死罪，證明了救恩的穩妥。（必須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登山寶

訓的教導） 

  

D. 經文結構分析。 

從第 5 節，經文以「因為」作為開頭，一直到 8:13 節是一個段落 。然後，從 14-17 節

開始，又是一個「因為」作為開頭的段落。5-13 節，可以分為三個部分：5-8 節和 9-11

節，12-13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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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節，保羅繼續用這種肉體和聖靈的對比，解釋生命是神的靈所賜予給信徒的。他開始

再次說明，一方面，聖靈和生命之間不可分開的關係，另一方面，肉體和死亡之間不可分

開的關係。這裡的目的是負面的解釋前面，3 節前半，為什麼「肉體軟弱」。 

 

7-11 節，這裡的對象轉變為「你們」，就是羅馬教會的基督徒。保羅轉變得比較正面，

當他表示他對羅馬基督徒的信心的時候，他是站在「聖靈」這一邊的。 

 

12-13 節，是這段論述的結尾。保羅提醒他的讀者，聖靈是生命力量的賜予者，會在那

些持續讓聖靈改變他們的人生命中發生果效。 

 

E. 經文解釋： 

現在我們要來看，以前我們還是非基督徒的時候的狀況。當我們還沒有成為基督徒時，都

是「屬肉體的人」。「屬肉體的」 就是「隨從肉體」和「體貼肉體的事」的人。 

 

E1-論述邏輯。 首先，我們要看到這段經文，有兩個重要的原則：第一，只有一種基督

徒，沒有兩種基督徒。只要是基督徒就必須是「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沒有屬

肉體的基督徒。哥林多教會的情形是特殊的，因為不明白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所以，保羅

把他們「當作」是屬肉體的。是只能吃奶，在「基督裡」的嬰孩。許多人說，有兩種基督

徒：一種是屬肉體的，和一種是屬聖靈的，是不合聖經的說法。只有一種基督徒：你若不

是屬聖靈的，隨從聖靈的人，你就不在基督的統治原則下，你就是屬肉體的。你若是屬肉

體的，你就不是基督徒。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不隨從肉體，只隨從聖靈的人。這是 1-4 節

的重要論述，5-13 節則是更進一步地解釋說明這個論述。 

 

第二個原則：基督徒必定會在思想模式上有一個重大的改變（5-13 節）。這種思想模式

上重大的改變，是耶穌藉著聖靈在基督徒裡面的工作。這種思想模式的重大改變是整個救

恩的核心。因為對福音有了正確的認識，在聖靈的引導下，產生的有意識的回應，彰顯於

外在的言語行為上。這就是新約聖經中『悔改』 [μετανοέω, μετάνοια]（metanoia, 

metanoeo ） ， 心 意 更 新 變 化 [μεταμορφοῦσθε τῇ ἀνακαινώσει τοῦ νοὸς] （ be 

transformed in the renewal of the mind）。這是 5-13 節最主要的觀念：領域轉移所

產生的主觀上的改變。 神學上稱這種的重大轉變為「歸信」(conversion)。有的人是經

過一次大的經歷發生的，有的人是漸進發生的，也有許多時候是發生多次的。但是，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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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都是一種轉變，是屬於成聖的過程。保羅在其他地方用不同的方式描述這種轉變：

脫下舊人，穿上新人。 

 

E2-非基督徒舊世代生命樣式的特質。 兩個不同的領域，兩個不同世代的人，有不同的生

命樣式。非基督徒生活在舊的世代，按照舊的生命樣式生活；基督徒生活在新的世代，按

照新的生命樣式生活。 

 

E2a-「隨從肉體的人」,「生存在肉體中的人」（第 5 節）。舊世代生命樣式的第一個特

質：活在肉體中。生存在肉體的領域中。第 5 節的原文：[οἱ γὰρ κατὰ σάρκα ὄντες](for 

those who exist in terms of flesh) 可以直接翻譯為： 「因為那些生存在肉體中的人」

（中文翻譯為：隨從肉體的人）。「生存/活在肉體中」有三個主要的特徵： 

 

第一，受天生罪性(sinful nature)的轄制。就是保羅在加拉太書第 5 章中所列出的清單：

「16 我說，你們當順著聖靈而行，就不放縱肉體的慾望[ἐπιθυμία]（和合本：情慾）了。

17 因為肉體[σάρξ]（sarks）和聖靈相爭，聖靈和肉體[σάρξ]（sarks）相爭（和合本：情

慾），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18 但你們若被聖靈引導，就不在

律法以下。19 肉體[σάρξ]（sarks）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20 拜偶

像、邪術、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21 嫉妒*、醉酒、荒宴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現在又告訴你們，行這樣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國。」這些負面的思

想、情緒、言語和行為，證明了受轄制的事實，不在救恩的領域中。並且是與聖靈的統治

相敵對和爭戰的。保羅提供了一個，可以隨時檢視我們內心思想、言語和行為的清單。 

 

第二，對屬靈事物沒有理解力。 保羅對哥林多教會那些「在基督裡為嬰孩的」說，他沒

有用飯餵她們：「那時你們不能吃，就是如今還是不能」。這是屬肉體的特徵：對屬靈事

物缺乏理解力，聖靈的工作還不明顯，保羅把他們「當作屬肉體」 。這裡的意思是，所

有非基督徒，所有世人，所有屬這個世界的人，都是屬肉體的，沒有重生的人。這裡的重

生是指「歸信」（conversion），基督徒長大成熟，產生有意識的轉變，不是指神第一

次把新生命的原則栽種在我們心裡的重生（約翰福音第 3 章，主耶穌對尼哥底母的教

導）。而是我們前面講的「悔改」和「心意更新變化」，理解力和悟性的轉變，所帶來的

全人更新——保羅在加拉太書所說的：「新造的人」，「基督在我們裡面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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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講到所有與救恩沒有關係的思想模式。保羅問加拉太教會的基督徒說，「你們既

靠聖靈入門，如今還靠肉體 [σάρξ](sarks)(flesh)成全嗎？」保羅把那些與基督的工作無

關的所有一切都包括在「肉體」這個字中。連舊約的禮儀律法，都被他稱為是「世俗小

學」[τὰ στοιχεῖα τοῦ κόσμου](elementary principle of the world)。他在哥羅西書

3:20，也用了同樣的名稱，「世上的小學」包括一切人類所發明的宗教和道德規範。他

說這些都是「地上的事」。保羅也把他自己的學識成就、家庭背景和血統，都歸類於「肉

體」，視為是「糞土」，因為與得著救恩毫無關係（腓 3:4-8）。非基督徒舊世代生命樣

式的第一個特徵是：生活在與救恩無關的領域中（不但如此，還引以為傲）。 

 

E2b-「體貼肉體的事」（第 6 節）。舊世代生命樣式的第二個特質：與救恩無關——思

想，喜愛和追求，與救恩領域毫無關係的事。當這些事物成為人心思意念生活的中心和主

要活動範圍時，人就還活在舊的世代中。《羅馬書注釋》作者慕爾（Douglas Moo）指

出：「第 5 節的「體貼」[φρονέω](phonero)和第 6 節的[φρόνημα] (phronema)，都是

從同一個希臘文字根來的。這個字根的意思是，一種純粹心智的過程（mental 

process）， 但更廣闊的意思是，意志力的朝向，包含了「靈魂全部的功能——理性，

理解力，和情緒(reason, understanding, and affections)」…體貼的意思是，思想模式

（mind-set），或心態，成為屬於兩種不同領域的人的特徵。」其實，就是拜偶像的意

思：心中的依靠。 

 

鐘馬田說：「體貼肉體的意思是指，屬於這個世界的生活樣式，與任何屬靈的事完全切割

的。專注在眼睛可以看見的事物上，與不可見的毫無關係。這些都是短暫的，世俗的，與

永恆無關的事物…體貼肉體的事，包括對政治有興趣但是神不在其中，對社會關心但神不

在其中，對文化感興趣但神不在其中…神完全不在其中，神不在這些思想之中。」換言

之，當人在思想，理解，追求這些事物的時候，不是從神的角度來思想和追求的。不是這

些事物的本身的問題，而是思想理解追求者思想模式的問題。這是體貼肉體的特徵。 

 

WBC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的作者說：「體貼的意思不僅是指思想，而且是指

一種根深蒂固的理解力/悟性，堅持某種看法，維持一種態度…保羅在這裡的觀念，是一

種對立的，肉體和聖靈相爭戰的關係…這是一種刻意的選擇，成為選擇者習以為常，不自

覺的生活樣式…今天許多敬虔的人（宗教人士）會最後才認識到， 他們的敬虔已經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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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種放「放縱自我」（self-indulgence）的形式，好像保羅的猶太人同胞就無法認識

到這件事。 」 

 

若這些都是體貼肉體的事，何況我們的心，被加拉太書 5:19-21 的「肉體/本性清單」， 

所轄制的時候，就會更理解肉體是什麼了。你會有意識的知道，這個領域的統治力量要轄

制你。你若是不知道並且習以為常，並總是認為自己的反應是環境和其他人造成的，那麼

你就還活在肉體中。你的思想生活事奉的思維模式，仍然是一種與聖靈對立的領域中的統

治原則。不論你是多麼敬虔，不論你有多麼高尚的道德行為，你會發現當自己所維護堅持

的受到衝擊震動時，會不顧一切的反擊。耶穌時代的法利賽人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就是

無法忍受耶穌的教導，摧毀了他們的敬虔，摧毀了他們的價值關，摧毀了他們的權柄。這

是非基督徒，舊世代生命樣式的第二個特質：專注的思想，喜愛和追求，與救恩領域毫無

關係的事。 

 

E2c-「體貼肉體的就是死」（第 6 節）。舊世代生命樣式的第四個特質：屬靈的死亡。

「體貼肉體的就是死」[τὸ γὰρ φρόνημα τῆς σαρκὸς θάνατος](for the flesh’s way of 

thinking is death) 應該翻譯為：「因為，屬肉體的思想模式就是死亡」。當一個人的思

想裡面沒有神，與神的救贖啟示是隔絕的，也就等於是與神的交通斷絕了，因此，在屬靈

上就是死的。 

 

這裡的「體貼」和前面第 6 節的「體貼」是同一字根的不同字。這裡注重行動的結果，

或者是一種心志（mind-set）, 一種根深蒂固的心態，固定和頑強（硬著頸項）的思想模

式。這裡的「死亡」是指在基督以外的領域之統治力量，包括：第一，對身體死亡的恐

懼。（今天世界對健康，醫療保健追求的背後的力量）；第二，對靈魂死亡的無知，也就

是不能領會永恆的救恩知識。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2 章說，「14 然而，屬血氣的人不領會

上帝聖靈的事，反倒以為愚拙，並且不能知道，因為這些事惟有屬靈的人才能看透。」

「屬血氣的人」[ψυχικὸς δὲ ἄνθρωπος]英文聖經翻譯為：天然的人（natural man）。屬

乎血氣，就是沒有聖靈的人（猶大書 19 節），沒有重生的人，不領會也沒有興趣，關於

神如何拯救人的事。這證明，聖靈的能力沒有發生在他們裡面。因此，非基督徒屬於舊世

代生命樣式的第三個特徵：屬靈的死亡。當然這也導致最後「末世的死亡」——與神的

生命永遠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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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d-「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不能得神的

喜歡」（第 7-8 節）。舊世代生命樣式的第四個特質：是與神為仇。無法滿足律法的要

求。第 8 節解釋為什麼肉體的思想模式必定導致死亡。保羅提出了兩點：第一，非基督

徒無法滿足律法的要求。人類與神之間天賦的關係，就是必須順服神的律法。這種天賦的

關係，行為之約的約束，在人墮落後仍然存在於舊的領域中，律法仍然是統治的力量。第

二，雖然，他們具有是非之心，但他們沒有能力達到神的標準，證明他們都在罪的力量掌

控下。這樣，人類的思想模式，和生活的方向，與生俱來就是與神敵對的。 

 

《羅馬書注釋》作者慕爾（Douglas Moo） 說：「所有的人，在本性上是源自於亞當

的，無可治癒地會「彎曲」朝向自己的好處，而非朝向其他人或神。我們所招致的過犯

——對財富的慾望，生活的安逸，權力，性歡愉——只是同樣一種病的不同症狀， 彎曲

朝向自我的滿足（self-gratification），如同拜偶像一樣。再重複一次，我們必須記得，保

羅在這裡使用「肉體」這個字不是我們通常的用法，不是指性方面的罪。「在肉體中」，

或「屬世的」或「肉體的」，所有的罪都包括在保羅的用字意思中 。那些全神貫注的把

自己完全投入在事業的成就上，犧牲了其他人和神，和犯淫亂罪一樣，兩種人都以不同的

方式表現出來。那種滅亡的，自我為中心，悖逆神和其律法的統治權勢，唯有藉著在基督

裡神的靈的力量，才能勝過。只要那人是「在肉體中」——唯有聖靈可以把我們從肉體

的轄制下拯救出來——否則是「完全沒有能力」去得神歡喜的。」因此，非基督徒舊世

代生命樣式的第四個特質：是與神為仇。 

 

應用：聖經中有許多的例子： 

該隱和亞伯。該隱是屬肉體的，他對屬靈的事物漫不經心，表現在他對神的敬拜上，沒有

按照神所命令的方式敬拜神，而是隨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敬拜事奉神。該隱的思想

模式是屬肉體的，屬這個世界的模式的。 

 

以掃和雅各。以掃雖然是長子，但是他對屬靈的事物毫無興趣，也無所謂。為了一碗紅豆

湯，放棄了長子的名份。後來不聽神的命令與外邦女子通婚，結果成為抵擋神百姓的以東

族類。在以掃的思想模式中，不存在屬靈的事物，他所專注的是地上的，身體的，物質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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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使徒保羅提醒我們：「1 所以，你們若真與基督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

裏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邊。2 你們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3 因為你們已經

死了，你們的生命與基督一同藏在上帝裏面。4 基督是我們的生命，他顯現的時候，你們

也要與他一同顯現在榮耀裏。」（西 3:1-4） 

 

對於非基督徒來說，神的話讓我們看到了人類事實的真相，祂在呼召你，要接受基督，恢

復與祂的關係，領受永恆的祝福。對基督徒來說，這是一個警告的勸勉，要我們脫下舊

人，穿上新人，這新人是在知識上被更新的；要恐懼戰競做成我們得救的工夫！ 

 

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