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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靠我们的主就能脱离了 

 
14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給罪了。

15

因为我所作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作。
16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

17
既是这样,就不是我

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
18
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

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19 
故此,我所愿意的善,

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20 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 就不是我

作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21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22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23 
但我觉得肢

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24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25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

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上帝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罗马书 7：14-25 
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2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

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3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4
使

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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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

灵的,乃是生命平安。7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8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9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

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10基督若

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11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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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

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12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

债,去顺从肉体活着。
13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

的恶行，必要活着。14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 

罗马书 8：1-14 

 

这个世界充满着试探，也充满着捆绑，很多人的心灵在黑暗当中，天天

害怕，充满着苦毒。怎么样能够脱离，能够得着自由呢？有一个牧者曾经分

享，我们人生最需要从中脱离而得自由的有三项：第一是内疚的心。我们老

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甚至为过去的一切懊悔。我们需要因着神的赦罪恩典，

脱离这种罪疚的心，这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自由。其次，是不能饶恕人的心。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和别人一样会做错事情，别人会伤害我们，所以我

们就天天对人怀恨，对这个世界充满着愤怒，结果我们自己心里没有平安；

所以我们需要饶恕别人，使我们可以得自由。第三项我们需要脱离的就是从

各种罪恶和各种恶习上瘾的捆绑中脱离而得自由。比如有许许多多的人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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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里面，不能够逃脱出来，需要靠主来得自由。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信息就是：“靠我们的主就能脱离了”。 

 儒家的经典里有一本书叫做《大学》，里面讲到八条目：“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的五条叫做“内圣”，就

是我们内在自身的修养和管理。后面的三条叫做“外王”，是我们对外界的

管理和行动。格物，就是要研究事物；致知就是要真知灼见，对事物有清楚

的、正确的认识；诚意就是要真诚对待，表里如一，不要虚伪或自欺欺人；

正心就是要消除邪恶的心。这四样之后就能够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自己的

生命修正了，才能够把家治好，然后才能够治国，才能够让天下太平。这是

古代先贤们悟出来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类能够悟出来的道理都是神的普遍

启示。神把祂的道德律、良心、是非之心，刻在我们心里。那些思想家、教

育家、哲学家们领悟之后就写下很多很好的道理。但是道理可以帮助我们有

所认识，却没有给我们指出出路，指出能力的源头。今天天下不太平，每个

国家都有很多的问题，很多家庭破裂，这是因为我们修身有问题。修身有问

题，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正。我们格物，致知，研究了好多事物，知道了其中

的道理，但我们的心永远是不正的，以至我们行不出来，表里不一。我们的

问题，其实都在正心上面。如果不是神藉着特殊的启示来让我们明白，让我

们看到出路，也让我们知道改变人心、改变生命的能力的源头在哪里，其实

我们永远都达不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以弗所书 4 章：“17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地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

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18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19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段经文说到四

个心：虚妄的心、昏昧的心、无知刚硬的心、丧尽良心。一个人如果没有信

主、没有认识神，这就是人的心灵状况。我们的心思总是专注在那些其实是

无意义的，最终会是虚空的事情，这叫做虚妄的心。昏昧的心是说我们的心

总是黑暗的，不是正面的、积极的，良善的，建立别人，为别人着想的；而

总是负面的、消极的、恶毒、苦毒、纷争、嫉妒、恼怒，那就叫做黑暗、昏

昧的心。无知刚硬的心就是自以为是，非常的骄傲。我们信主以前都是无知

刚硬的，看圣经完全不信，甚至嘲笑讥讽，以为自己受了几十年的教育，人

生我都懂了，整个世界我都看透了，我有智慧，我总是对的，骄傲自大。于

是谁的话都听不进去，神的话更是听不进去，这就叫做无知又刚硬。最后说

丧尽良心，我们常常以为丧尽良心是指那些非常邪恶的人，杀人放火之类的

人。其实在神的眼中，我们良心麻木，对罪不敏感，天天犯罪，我们却不知

道，还老觉得我是个好人，那就叫做丧尽良心。古人说要正心，就是要把这

些心归正。历史上有许多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都想寻求一条道路来改变

人的心。佛教认为你出家脱离尘世，你就可以改变了。有人用自我修养的思

想教育方式，或者树立一个榜样让我们去学习。还有一些是藉着法律、法制、

惩罚，都是希望能改变我们的心。这些都是人想出来、人悟出来的各种方式。

但是圣经里神的话告诉我们，所有靠人自我自救的方式，都不能使我们的心

改变，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圣灵的能力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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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说的，我们已经信主了，不要再像那些没信主的外邦

人，还是这样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正心，首先要认识我们的心，然后要靠着

神让我们的心有一个改变。 

 陶恕牧师(A W Tozer)有一篇文章讲到，信主的人，知道了神的道，希望

自己成长，但是自己又做不出来，所以非常的挣扎。有这种痛苦挣扎的人，

就是信主的人，没有信主的人不会有这种挣扎。今天的罗马书的经文也讲到，

许多基督徒是非常痛苦的。“24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这个“我”就代表在痛苦中挣扎，在罪中挣扎的基督徒。不信主的时候，心

里麻木了无所谓，反正跟着这个世界走，随着自己的心意行，想做什么就做

什么，还觉得挺快乐的，圣经说是“罪中之乐”。信主了就有感觉了：我已

经信主了，我还是有好多的毛病，我天天犯罪，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我

不该说的就说，我不该做的就做，我不该看的还是看了，心里太痛苦了。“我”

知道神的律，心中有神的灵，所以我才痛苦。司托得牧师(John Stott)对这里

的“我”作了以下的总结： 

 1）得救的人,却不是正常、健康、成熟的基督徒。 

 2）是想靠自己与肉体争战，达到神律法的要求，却总是失败的人。 

 3）是对圣灵无知，没有经历圣灵工作的人。 

“我”就代表这三个特征的人，是不正常的基督徒，没有长大的；只想靠

自己和肉体争战，想照着神的话语去行，达到神的要求，却总是失败；是不

认识圣灵的人，信主了，却没有感受到圣灵在我心里有怎样的感动，有怎样

的带领，我跟祂怎样同工。罗马书从 7 章 14 节到 24 节就是总结这样一个人

的挣扎的状况，我们把它分成三段来看： 

 （一）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 

    “
14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15
因为我所作的, 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作。我所恨恶的,我倒去

作。
16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

17
既是这样,就不

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的。”卖给罪就是卖给罪做奴隶，我就是罪

的奴隶，我所作的原来都是我里头的罪作出来的。律法是属灵的，它是圣洁

的，它是神向我们来显明，藉着律法来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

也藉着律法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拯救，把我们引导到耶稣基督面前。这里一

方面讲到“不是我作的”，这个“我”其实是一个新人，已经在耶稣基督里

了。另一方面又讲到“我是属乎肉体的”，这个“我”是旧我，就是指我的

罪性，总是在肉体的辖制里面。“肉体”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特别用的

一个词，英文用 flesh，或者叫 sinful nature，就是罪性的意思。它并不是讲我

们生理上的身体，而是指“人败坏﹑未得救的本性, 人堕落﹑自我中心的人

性, 人被罪所掌管的自我”。加拉太书 5章：“16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19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

邪荡、20偶像、邪术、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21嫉妒、

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

受神的国。”“肉体”是指我们的私欲，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不按神的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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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欲望，所以叫做肉体的情欲。这个肉体跟前面罗马书的肉体是同一个字，

就是指我们没有得救的本性，被罪恶捆绑的自我。他举了一些例子，天天和

别人争竞，忌恨别人，心里总是恼怒，跟别人结党、纷争、欢宴、醉酒、享

乐，还有各样污秽的、淫乱的事情，性的犯罪，这些都叫做肉体。使徒保罗

说，这个“我”在挣扎当中，在痛苦当中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卖给了罪，我

完全是属于肉体的，我就做了肉体的奴隶，被它辖制。所以我想做的事情都

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事情总是做了出来。善的事情我行不出来，总是行出

恶的事情来，因为都是我里面的罪做出来的。这就是“我”的痛苦。 

 （二）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18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19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

倒去作。20 若我去作所不愿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 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作

的。”很多人都觉得，在认识主之前，总认为自己是个好人，都凭良心做事

情。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认识主之后，我们是非常痛苦的，因为知道了我

们的肉体，就是我们的罪性里面，是没有良善的。每个人都有想做善事的心

志，想对人好，想去爱别人；但是有这个心志却行不出来。我们都想靠自己

的力量去正心，去修身，甚至知道了神的话语就想照着去做，却也行不出来。

我知道发脾气其实就伤害了别人，也伤害了关系，但是我控制不了。一见到

别人对我不好，一见到我看不顺眼的，不是我所期待的，我的脾气，我的情

绪就来了。然后我控制不住，又发脾气了；发了脾气又后悔，总是在这样的

重复当中，所以说真是苦！说到底还是我里面的罪在做，因为我完全卖给它

了，我是属于肉体的，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我就是在行的上面总是失败，这就是基督徒的挣扎，痛苦的光景，

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 

 （三）肢体中犯罪的律把我掳去。 

 “
21
我觉得有个律, 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 便有恶与我同在。

22 
因为按

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
23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

交战,把我掳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25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

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罗马书 5-7 章都是讲我们怎么样从罪恶

里出来，怎么样才能够脱离罪恶，脱离我们本性里面肉体的捆绑。第 5 章是

用“作王”这个概念，说我们本来是让罪作王，让死作王的，我们的人生完

全被罪所治理，所掌控。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让恩典作王，才能够走出

来。第 6 章是讲“奴仆”，说我们都是罪和死的奴仆，它是我们的主人。所

以我们要有一个新的主人，就是让神做我们的主，我们去做神的奴仆，做义

的奴仆，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一生就做神义的器皿，做神爱的器皿，我才

能够走出来，才能够结出成圣的果子。第 7 章这里讲“律”，用三个概念，

其实讲的是同一件事。 

 我们知道自然界有自然界的律。英国有个牛顿庄园，里面有一棵很著名

的苹果树。牛顿的传记里面写着，有一天牛顿站在这个庄园的房子里，正在

思想事情，突然看见窗外的苹果树上有一个苹果掉下来，给他一个感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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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发现了万有引力这个自然界的定律。在万有引力里，你从楼上往外跳，肯

定会掉下来摔伤甚至摔死的，因为我们有一个重力在那里，跳上去还是要掉

下来，我们抵挡不了这个自然规律。当一个火箭把卫星或者航天器送到天上，

它需要强大的推动力，才能脱离万有引力的律，飞到地球之外的星球去。同

样的，我们肢体中也有个律，叫我们犯罪的律。我内心愿意顺服神的律，但

是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这个律就是让我犯罪的，让我软弱的，让我不按

照神的意思去行的。我们都被这个律所捆绑，靠自己是走不出来的。就像我

们靠自己不能飞上天，需要一个很强大的力量推动我们，才能够脱离万有引

力离开地球一样的道理。那么什么样的力，才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个肢体的

律呢？圣经告诉我们，确实有一个力来帮助我们冲出罪和死的捆绑。“24我真

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25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

能脱离了。”靠着主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出路！每一个人都被罪恶的本性

捆绑着，非常痛苦，甚至我们信主以后还是非常的痛苦。我们知道神要我们

做什么，却仍然按自己里面的罪性去做，没有按神的心意去做，于是我们犯

罪，过得非常痛苦。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

能力，可以胜过我们的肉体，远远超越世界对我们的捆绑，撒旦对我们的捆

绑。今天的信息，不是停止在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挣扎，我们要看到怎么样

才能够脱离，这是我下面要和大家分享的。 

 

一、圣灵的律释放了我 

“1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2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

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释放”，set me free，就是

让我得自由了，我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而这个圣灵的律，就是赐生命的

律，是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那个新的生命，才能够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

罪捆绑我们，只有靠圣灵的律来脱离。一个人怎么样能够领受圣灵的律的释

放呢，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为什么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没有按神的话去行，神竟然

不定我的罪？“3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

为罪身的形状,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肉体”就是我们罪恶、

堕落的那个本性、那个自我。因为我们肉体的软弱，我们行不出来律法的要

求，所以我们犯罪。但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

祂走上十字架，为我们被神定罪，接受了我们肉体犯罪所要接受的审判，做

了赎罪祭，以至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罪就被耶稣基督担当了。在基督耶

稣里神饶恕了我们，我们跟神和好，让我们可以领受圣灵的律，圣灵就临到

我们身上，来释放我们，这就叫“就不定罪了”，这就是福音。一个人没有

信主，没有接受基督耶稣的救恩，没有接受祂这个赎罪祭，就永远都在罪的

律里面被捆绑着；罪就带来了死，带来了将来的灭亡和审判。今天我们在基

督耶稣里的人，神给我们的应许，是要让我们得自由的。我们首先要知道，

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已经是自由的，因为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让我们

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我们在真理里面首先要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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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丈夫，他的妻子很好，孩子也很可爱，家庭很美满。他却有了婚

外情，维持了 18年。他很想脱离，就是走不出来。后来妻子知道了，妻子是

信主的，就跟他说，我不跟你离婚，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你离开那个人；

第二，你去教会。这个丈夫答应了，就离开那个女人，然后去教会。刚开始，

人离开了，心仍然没有离开。就像很多基督徒，人已经在基督里了，但是心

还是在肉体里。后来就是因为持续去教会，经过在主里面圣灵的工作，最后

真正脱离了这个婚外情，重新建立他的婚姻。 

约翰福音 8 章：“
32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36 
所

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们从神的话语的真理里，

认识了怎么样可以得自由。自由是从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来，祂若叫你得

自由，你就真自由了。加拉太书“5：1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

因为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可以脱离罪的律，进入圣灵的律里面。哥

林多后书“3：17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一定要有

圣灵在那里，才能够让我们得自由。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圣灵的工作，一

起来成就自由。 
 
二、圣灵内住使我心灵因义而活 

 “9 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

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10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

义而活。11 然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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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藉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都是按照自己的肉体去活的。一个人活在肉体之中，

活在自我的罪性里面，在神眼中，那就是死的。以弗所书 2：1说到：“你们

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罪的工价就是死，我们的灵性是死的。但是，当我们

信主了，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就不再被定罪了；圣灵就住到我们身

上，让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让我们的灵性活过来，而且是因义而活。11节

的“身体”和前面的“肉体”是不同意思的两个字，“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

活过来”，是指我们的人又活过来了，因为我们的心灵活过来了。约翰福音

“6：63（主耶稣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就是生命。”圣经里非常强调，信主的人，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

目的是要让我们的心灵活过来，然后我们整个人就活过来，而且是为着神的

义而活。让我们献上自己，做神义的器具，做义的奴仆，这样的人才叫做活

过来的人。否则，在神的眼中，为自己而活，顺着自己的肉体而活，那都是

死的人。 

约翰福音 14 章：“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祂永远

与你们同在。17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祂,也不认识祂。

你们却认识祂。因祂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主耶稣要离开了，就

赐下圣灵，所以今天就是圣灵的时代，是圣灵在我们教会，在每个人心里做

工的时代，圣灵已经住在信的人身上。以弗所书“1：13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

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祂,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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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记。”信了基督就接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得救

的印记和凭据。将来我们见到神，因为有圣灵这个印记凭据在我们身上，就

说明我们已经是在神里面、属耶稣基督的。所以圣经里面的圣灵，或者称为

基督的灵、神的灵、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说的都是同样的一回事，都

是指三位一体的神的第三个位格。只有圣灵住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心灵才能

够活过来，才可以感受到神的带领、神的工作、神的话语。 

这前面两点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神的真理向我们显明。我们要

认识这个真理，它让我们得自由。首先我们肯定，我的生命已经得救了，已

经被耶稣基督释放出来，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我们也要肯定圣灵住在我

里面了，祂一直在做工，祂要我的心灵能够活过来，而且是为着神的义而活，

我的人生就有崭新的目标使命了。然而，神在我们身上做工，人也要有回应，

和神配搭，否则也达不到脱离而得自由的功效。 

 

三、我是随从圣灵的人 

罗马书第 8 章是圣经里很重要的讲圣灵的部分，也把人类能够脱离罪的

出路归到圣灵的身上。祂就像火箭的推动力，让我们可以脱离罪和死的律。

没有圣灵，没有这样一个超越我们身体、超越我们罪性的能力，我们永远不

能够脱离罪，我们永远在痛苦当中。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了，圣灵已经释

放了我们。神说，你要和圣灵配搭，要回应神的工作，跟神来同工。 

“4 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律

法的义”就是神的要求(requirement)。我们以前都想靠自己的力量来活出神

的要求，却都活不出来，我们非常的痛苦；只有那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

灵的人才能够成就。随从圣灵就是按照圣灵而活(Live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以前我们没有神的时候，都是按照自己活。按照我的情绪、我的思想、我的

心思、我的意念、我觉得对的、我感觉好的、我喜欢的，“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以弗所书 2：3），那就叫做随从肉体。神

的话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开始要随从圣灵了。圣经说得非常

清楚。所以， 

真自由 = 从罪和死的律释放 + 能随从圣灵 

我们首先从罪和死的律得了释放，然后能够随从圣灵，去行神要我们行

的善，神要我们行的义。以前很多人都觉得，自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后来我们慢慢领悟了，认为“能不做不该做的事情”那才是自由。其实这两

个都是错的，都是一些人为的感悟而已。圣经讲的自由，是我们因着信主耶

稣基督，我们从罪和死的律里面被释放出来了，然后可以顺从着圣灵去行神

的正道，这叫做真自由。首先要有一个释放，否则被捆绑着，我们永远不可

能去行神的道，去顺从圣灵。所以先在基督耶稣里被圣灵释放，然后才能够

随从圣灵。随从圣灵到底是什么意思？从今天的经文可以看到三点： 

（一）体贴圣灵的事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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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体贴

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7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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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8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随

从肉体的人就是体贴肉体，是与神为仇，是悖逆神的。他没有顺服神的律法，

因为在罪的捆绑里，不服而且也不能服。体贴肉体的结果就是败坏，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才有在主里面的那种美好丰盛的生命和平安。这里的“体贴”是

指把心思意念专注在什么上面。所以随从圣灵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心思意念总

是专注在神的旨意，圣灵喜欢的、圣灵要我们活的事情上。这一点其实我们

每天都在经历。比如说我们的夫妻关系里面，如果有任何事情发生，我们马

上想到的是，她怎么这样对待我，她怎么这样说我，其实我做了很多的好

事……。老想着我我我，我就很委屈，很软弱了。但是，当我们的心思一下

子专注到圣灵的事上，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反省自己，认自己的罪，看自

己的亏欠，要为别人着想，要付出、要舍己，要去理解别人、体恤别人，我

的心完全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多少时候都是在体贴自己，老想着我的需要，

我所期待的，觉得我是对的，要按我的意思，我有道理，我受伤了，你对我

不好，一直就想到我，体贴的都是我，专注在我身上，那就叫体贴肉体，就

带来了心里的挣扎不安、愤恨、恼怒，结果就是争斗、破坏、毁坏。圣灵的

意思其实是让我爱别人，叫我去付出，去给予，去服侍别人，去为别人着想，

去饶恕别人。心思意念专注在圣灵喜欢的事情，那就叫做体贴圣灵。圣经说

的，我们向罪死，向自我死，向神活。首先在心思上体贴，把我们的思想、

心灵和意念，专注在圣灵喜欢的事情，专注在神的话语，我们人就活过来了，

是向着神活着，而且充满着平安、充满了生命。这也是我自己的经历。 

马太福音“16：23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

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在这段经文前面，主

耶稣跟门徒说，祂要上十字架、要受苦、被钉死，然后第三天复活。使徒彼

得听到，就劝祂不可以这样做，不应该上十字架，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祂身

上。耶稣要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彼得就来阻拦。然后主耶稣转过身来说，

撒旦，退后吧。祂告诉我们，撒旦的意思就是让我们体贴肉体、体贴自我、

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即使是基督徒，当我们体贴自己，总想

到自己，那就是撒旦的工作，牠让我们不体贴神。神的意思要我们上十字架，

像主耶稣一样去付出，为别人舍己、奉献，服侍别人，那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是来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肉体的。马太福音 26 章 39 节

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

就是体贴圣灵的意思，体贴神的意思。照神的意思去行，不要照我的意思；

让我的自己被钉死，不体贴肉体。今天我们行事为人常常就是按照我的情绪，

按照我的感觉，按照我的心情，按照我觉得好的，按照我喜欢的去行，那就

叫做体贴肉体。只有体贴圣灵的，才有生命和平安。 

（二）顺从圣灵的引导 

“12 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14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体贴圣灵的事，就是把心思意念

放在神喜欢的事上，神要我们走的那条路上；当然你还要去做，要顺从圣灵

的引导。你要多来教会听道，多读圣经，神的话就清清楚楚地向你显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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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圣灵的引导。加拉太书 5章：“16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纵

肉体的情欲了。
17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

使你们不能作所愿意作的。18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

就是肉体，我们自我的罪性，那个犯罪的律，是与圣灵的律来相争的。我们

不能做我们愿意做的，是因为我们心灵里面的挣扎和争战，所以我们一定要

顺着圣灵而行。被圣灵引导，我们就不放纵自己。加拉太书 6章：“
7
不要自

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8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

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顺着自己

的肉体去行，结果对你的人生一定是败坏、毁坏、伤害；顺着圣灵去撒种，

你会收割永生，你会收割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丰盛的，美好的生命。 

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去体贴圣灵，被圣灵引导？首先要跟主有亲近的关系，

你才能够感受到圣灵在向你说话，才能知道要体贴圣灵的事到底是什么。有

个年轻的弟兄，一直在性欲的辖制里面，在网上看色情的东西。他知道这是

不对的，是犯罪，而且在毁坏自己，但他就是走不出来。他说，真是苦啊！

后来这个年轻人花很多的时间去读经祷告，亲近主。于是每一次当他被挑动，

被引诱，想去上色情网站的时候，圣灵就提醒他，他赶快就离开电脑，跪下

来祷告，祈求圣灵的掌管和帮助，又拿起圣经来读，用神的话来取代情欲的

心思。每一次就这样做，虽然中间有失败，但是失败的时间越来越少，最后

就这样走出来了。没有其他任何的秘诀，就是要亲近主。诗篇“91：14 因为

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专心爱神，亲近神，我们就能够体贴圣灵的

事情，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生命里就非常的清楚。 

（三）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 

“
13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治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说的是“活着”和“必死”这样重大的差别。其实基督徒在属灵里面常常很

痛苦，你读再多的圣经，你懂得再多，就像我讲再多的道，如果我们就想靠

自己的力量去行出神的话，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是做不出来的；一定要靠

着圣灵，圣灵藉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圣灵也藉着我们的处境来帮助我们治

死肉体的恶行。 

一个人要脱离罪，是要受点苦的！神在我们的苦难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

的，就是让我们能够脱离自己的情欲。彼得前书 4章：“1基督既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志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
2 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

下的光阴。”有个人吸海洛因上瘾了，他想戒毒。戒毒的期间非常痛苦，从

骨头到肌肉都疼得要死，然后又是恶心呕吐、拉肚子。但是不经历那个痛苦，

怎么能够戒毒呢？“3 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

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神的话说，我们在肉体当中

已经够久了，赶快靠着圣灵出来！神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痛苦，如疾病﹑

身边有不好相处的人，或者遇到失业困难的处境，神可以使用这些处境来帮

助我们对付我们的罪，让我们更加亲近神，让我们学会来体贴圣灵，顺着圣

灵的引导，靠着圣灵行事，靠着圣灵来治死我们肉体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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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对兄弟，哥哥 23 岁，弟弟 21 岁，父母都是基督徒。因为父亲死得

早，这两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就走偏了，总是酗酒、吸毒、抽大麻。有一个

星期天的晚上，他们去朋友家里聚会，喝酒吸毒。到了半夜，两人开车回家

途中，车翻到山底下。两人爬出来想回到大路时，弟弟 Bob 碰到高压线，当

场失去知觉。后来他们得救被送到医院。这个 21岁的年轻人，手和脚受到电

击都腐烂了，最后他失去两条腿和一个手臂才保住性命。出院以后，他并没

有学到教训，已经是残疾人，坐在轮椅上，仍然喝酒吸毒，和以前一模一样。

有一天他去姐姐家，碰上了来姐姐家照看孩子的一个年轻女孩。这个女孩是

个基督徒，就跟他交流，跟他分享，而且邀请他一起去教会。他一次一次地

推托，最后推托不了，还是去了教会。那一天，他坐在最后一排，在轮椅上

听牧师讲道。不知道这个女孩是不是把他的事情都告诉了牧师，因为牧师所

讲的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最后牧师有个呼召，要有感动的人来认罪悔

改，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赦免。他很有感动，自己坐着轮椅来到前面，那一天，

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他开始戒毒。他说，并不是我自己有一个意愿要去戒

毒，而是圣灵在我身上工作，我就是不能再吸毒了。信主后三个月他跟这个

女孩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家庭非常幸福。这个人后来在教会里成长，被神

大大地使用，当主日学老师，做执事，后来还常常被邀请到处去分享他的见

证，成为一个全职的布道家。我们看到，一个人即使经过那样的苦难，可能

自己还不能醒悟过来，但是神藉着这个苦难和周围弟兄姐妹的爱，带给他救

恩以及生命的改变。 

 

 每个人在主里面，可能都经历过生命成长的痛苦时期，像使徒保罗说的，

“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今天的信息就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样的罪恶，怎么样的苦难、死亡，只要我们藉着爱我们的

主耶稣基督，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来随从圣灵，跟圣灵同工，

我们就可以靠着主来脱离、来得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