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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
足介意了。
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20因為受造之物服
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21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
由的榮耀。 22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
直到如今。23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也是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
身體得贖。

羅馬書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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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
還盼望他所見的呢? 25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
耐等候。
26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
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27鑒
察人心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
聖徒祈求。
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
按他旨意被召的人。29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
定下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
30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
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1. 將來的榮耀 28－30
2. 現今的苦楚 18－23
3. 聖靈的幫助 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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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遠
與你們同在，17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
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裡面。18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我
必到你們這裡來。19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
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20到那日，
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裡面，你們在我裡面，我也在你們裡
面。（約14）

聖靈的來臨→保惠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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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3用和平彼此

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4）

聖靈對教會→賜合一的心

7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8……智慧的言
語，……知識的言語，9……信心，……醫病的恩賜，
10……行異能，……作先知，……辨別諸靈，……說方
言，……繙方言。11這一切都是這位聖靈所運行、隨己
意分給各人的。（林前12）



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
他旨意被召的人。29因為他預先所知道的人，就預先定下
效法他兒子的模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30預
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義；所
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

1. 將來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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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們曉得，對愛神的人而言，萬事都一同
工作為他們的益處，按［他］旨意
－－也就是召來的人－－

神在執行→得益處

NRSV 8.28 Other ancient authorities read God makes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or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其他古代的典籍
神讓萬事同工、或
在萬事中神工作



1. 無人能敵擋我們（31）

2. 無人能控告我們（33）

3. 無法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35）

神在幫助→得勝有餘



18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
介意了。
19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子顯出來。20因為受造之物服在
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
21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
的榮耀。 22我們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
如今。23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子的，也是
自己心裡歎息，等候得著兒子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
贖。

2. 現今的苦楚



A.敗壞的轄制

i. 轄制：奴僕地位

ii. 敗壞：會朽壞、必死 corruption

死人復活也是這樣：所種的是必朽壞的，復活的是不朽壞的

（林前 15:42）

B. 歎息 勞苦
A. 歎息 συστενάζει呻吟 groan

B. 勞苦 συνωδίνει 痛苦 agony

苦楚敗壞掌權



C. 虛空 ματαιότητι

i. 毫無意義／目的：傳道書

ii. 扭曲／缺乏真理：彼後2:18 ，弗4:17

iii. 缺乏活力

D. 有聖靈初結果子的

i. 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

制（加5:22-23）

ii. 印記／質

順服虛空→神的指示



聖靈的作用→印記（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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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也信了
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 σφραγίζω。
（弗1：13）不要叫神的聖靈擔憂；你們原是受了他的印
記，等候得贖的日子來到。（弗4：30）

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質ἀρραβών），直等到神之
民（產業）被贖，使他的榮耀得著稱讚。（弗1：14）
1. an earnest

1. money which in purchases is given as a pledge or down payment 
that the full amount will subsequently be paid



E. 切望 ἀποκαραδοκία

F. 等候 ἀπεκδέχεται

切盼等待→蓄勢待發



24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
盼望他所見的呢? 25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
等候。
26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27鑒察人心
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3. 聖靈的幫助



A. 顧念永遠的

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乃是顧念所不見的；因為所見的是

暫時的，所不見的是永遠的。（林後4:18）

B. 忍耐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訓我們寫的，叫我們因聖經所生的忍

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望。（羅15:4）

C. 等候 ἀπεκδεχόμεθα

面對苦楚→忍耐等候



A. 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i. 不知當求什麼

ii. 不知當如何求

B. 說不出來 ἀλάλητος的歎息

i. 發出聲音的負面或反面

C. 聖靈代求 ὑπερεντυγχάνει

i. 祂明白我們所想要的

ii. 祂真知道我們的需要

iii. 超過我們所想所要的

面對軟弱→聖靈幫助

身體上

心靈上缺乏

虛弱病痛

天生無力

明白某件事情

行出偉大光榮

限制敗壞慾念

忍受試煉困難



照神旨意→代求有效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

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賽11：2）

10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11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
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林前2）



三個真理

1. 信徒將會得榮耀

→受造物皆仰頸期盼

2. 神有縝密計畫

→萬事都參與並同工

3. 聖靈積極代禱

→我們要順從帶領



結語

24我們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見的盼望不是盼望，誰還
盼望他所見的呢? 25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
候。
26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
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27鑒察人心
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著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

（羅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