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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着羅馬八章裏生命之靈的律， 

活在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裏 

綱     要 

壹 成爲得勝者的關鍵，乃是羅馬八章裏生命之

靈的律；羅馬八章是爲着迫切尋求者的一章

聖經—七 24～八 2，28～29，詩一○五 4： 

貳 羅馬八章是全本聖經的焦點和宇宙的中心；

因此,我們若經歷羅馬八章,我們就在宇宙的

中心： 

叁 羅馬八章啓示,經過過程的三一神作爲生命

之靈的律,將神聖的生命賜給信徒,爲着他們

的生活;這是經歷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

2,10，6,11,28 ～29 節： 

肆 當我們留意靈中內裏的感覺，我們裏面生命

之靈的律就得以啓動；我們眾人都必須學習

的基督徒生活祕訣見於羅馬八章六節，這節

乃是聖經中關於我們對基督作生命之靈的律

的屬靈經歷最重要的經節—『心思置於肉體，

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是生命平安』： 

伍 至終，我們藉着享受生命之靈內住並自動的

律，活在神聖三一的神聖分賜裏，乃是在基

督的身體裏，並爲着基督的身體，這享受有

一個目標，就是使我們在生命、性情和彰顯

上，但不在神格上，成爲神，以達成祂永遠

經綸的目標—新耶路撒冷—羅八 2，28～29，

十二 1～2，十一 36，十六 27，腓一 19，參

加一 15～16，二 20，四 19，26 ～28，31。 

週一 3/13                                                      *禱讀 

羅馬書 7:24-25; 8:2, 9 

7:24 我是個苦惱的人！誰要救我脫離那屬這死

的身體？7:25 感謝神，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這樣看來，我自己用心思服事神的律，卻用肉

體服事罪的律。8:2 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

耶穌裡已經釋放了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

8:9 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你們就不在肉

體裡，乃在靈裡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 

哥林多前書 6:17 

17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提摩太後書 4:22 

22 願主與你的靈同在。願恩典與你同在。 

腓立比書 1:19 

19 因為我知道，這事藉著你們的祈求，和耶穌

基督之靈全備的供應，終必叫我得救。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三週，週一 

週二  3/14 

羅馬書8:9,11 

9但神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你們就不在肉體

裡，乃在靈裡了；然而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

不是屬基督的。11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活

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中

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生

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撒迦利亞書12:1 

1耶和華論以色列之話語的默示。鋪張諸天、

建立地基、造人裡面之靈的耶和華說， 

以弗所書2:22 

22你們也在祂裡面同被建造，成為神在靈裡的

居所。 

以賽亞書66:1-2 

1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腳

凳；你們要在那裡為我建造殿宇？那裡是我安

息的地方？2 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

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顧的，就是靈裡

貧窮痛悔、因我話戰兢的人。 

以弗所書6:17-18 

17還要藉著各樣的禱告和祈求，接受救恩的頭

盔，並那靈的劍，那靈就是神的話;18時時在靈

裡禱告，並盡力堅持，在這事上儆醒，且為眾

聖徒祈求，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三週，週二 

週三  3/15 

羅馬書8:10-11 

10但基督若在你們裡面，身體固然因罪是死的，

靈卻因義是生命。11 然而那叫耶穌從死人中復

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裡面，那叫基督從死人

中復活的，也必藉著祂住在你們裡面的靈，賜

生命給你們必死的身體。 

啟示錄21:6; 22:1-2, 14, 17 

21:6祂又對我說，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

梅嘎；我是初，我是終。我要將生命泉的水白

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22:1天使又指給我看在城

內街道當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

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22:2在河這邊與那邊有

生命樹，生產十二樣果子，每月都結出果子，

樹上的葉子乃為醫治萬民。22:14那些洗淨自己

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裡，也能

從門進城。22:17那靈和新婦說，來！聽見的人

也該說,來！口渴的人也當來;願意的都可以白白

取生命的水喝。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三週，週三 

週四 3/16 

羅馬書8:2, 4 

2因為生命之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裡已經釋放了

我，使我脫離了罪與死的律。4使律法義的要求，

成就在我們這不照著肉體，只照著靈而行的人

身上。 

歌羅西書4:2 

2你們要堅定持續的禱告，在此儆醒感恩， 

詩篇27:1; 119:15 

27:1 耶和華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還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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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呢？耶和華是我生命的力量；我還懼怕誰呢？ 

119:15我要默想你的訓辭，看重你的道路。 

以賽亞書37:31 

31猶大家所逃脫餘剩的,仍要往下紮根,向上結果。 

馬太福音6:6 

6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密室,關上門,禱告你在

隱密中的父,你父在隱密中察看,必要報答你。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三週，週四 

週五 3/17 

詩篇27:4, 8 

4  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我仍要尋求；就

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祂的榮美，

在祂的殿裡求問。8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

時我的心向你說,耶和華阿,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約翰福音15:7 

7你們若住在我裡面，我的話也住在你們裡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哥林多前書3:9  

9因為我們是神的同工,你們是神的耕地,神的建

築。 

帖撒羅尼迦前書5:17 

17不住的禱告， 

詩篇62:7-8  

7 我的拯救和我的榮耀,都在於神;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難所,是在神裡面。8 百姓阿,你們當時時

信靠祂,在祂面前傾心吐意;神是我們的避難所。

(細拉)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三週，週五 

週六 3/18 

羅馬書8:6 

6 因為心思置於肉體，就是死；心思置於靈，乃

是生命平安。 

瑪拉基書2:15（*禱讀：所以當留意你們的靈） 

15然而神豈不是使二人成為一麼？祂靈的餘裔

是屬祂的。為何成為一呢？乃是要得著屬神的

後裔。所以當留意你們的靈，誰也不可以詭詐

待自己幼年所娶的妻子。 

羅馬書8:16, 28-29, 12:2 

8:16那靈自己同我們的靈見證我們是神的兒女。

8:28還有，我們曉得萬有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8:29因為神所豫知的人，祂也豫定他們模成神

兒子的形像，使祂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12:2不要模倣這世代，反要藉著心思的更新而

變化，叫你們驗證何為神那美好、可喜悅、並

純全的旨意。 

哥林多後書2:13 

13那時沒有找到我的弟兄提多，我靈裡不安，

便辭別那裡的人，往馬其頓去了。 

加拉太書2:20 

20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

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並且我如今

在肉身裡所活的生命，是我在神兒子的信裡，

與祂聯結所活的，祂是愛我，為我捨了自己。 

晨興聖言 為著神聖經綸之神聖三一的神聖分

賜 第三週，週六 

主日 3/19     哈利路亞, 榮耀歸主 

腓立比書4:4-13 

4你們要在主裡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

樂。5當叫眾人知道你們的謙讓宜人。主是近

的。6應當一無罣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

求，帶著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7神那

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

衛你們的心懷意念。8末了的話，弟兄們，凡

是真實的，凡是莊重的，凡是公義的，凡是純

潔的，凡是可愛的，凡是有美名的；若有甚麼

德行，若有甚麼稱讚，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

9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所聽見

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行，平安的

神就必與你們同在。10 我在主裡大大的喜樂，

因為你們對我的思念，如今終於重新發生；你

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未得機會。11我並不是

因缺乏說這話，因為我已經學會了，無論在甚

麼景況，都可以知足。12我知道怎樣處卑賤，

也知道怎樣處富餘;或飽足、或飢餓、或富餘、

或缺乏,在各事上,並在一切事上,我都學得秘訣。

13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裡面,凡事都能作。 

詩   歌 大本詩歌 第 435 首 

 參讀: 禱告的意義與目的, 第1-4篇 

 

羅馬書追求進度： 

一年級 

經文：羅 1:1-17（重複） 

指定閱讀：羅馬書生命讀經第 2篇 

二年級 

主題：耶穌基督——大衛的子孫 

經文：羅 1:3 

指定閱讀：基督的人性結晶第 4-6篇 

補充閱讀：羅馬書的結晶第 2篇 

詩歌：56 

關於研讀問題和其他材料，請在紐約市網站查詢：

churchinnyc.org/read-bible-chn 

紐  約  市  召  會 

網站 www.churchinnyc.org 及

www.churchnyc.org 

 

http://www.churchinnyc.org/
http://www.churchny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