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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iEXP查經法	

譚約珥牧師	

未得編者同意，請勿隨便翻印。	

課程大綱：	

第一課：羅馬書緒論	

第二章：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7）	

第三課：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第四課：猶太人的罪（羅 2：1至 3：8）	

第五課：世人被定罪（羅 3：9至 20）	

第六課：闡釋救恩道（羅 3：21至 5：21）	

第七課：新人與舊人（羅 6至 7章）	

第八課：得勝的道路（羅 8章）	

第九課：真神的主權（羅 9：1至 33）	

第十課：真神的救法（羅 10：1至 10：21）	

第十一課：真神的恩典（羅 11：1至 30）	

第十二課：聖徒的責任（羅 12至 13章）	

第十三課：聖徒的自由（羅 14：1至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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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全書的總結（羅 15：14至 16：27）	

主曆201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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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XP查經法	

聖經是神不變的真理，它是拯救全人類的基石及基督徒生活的指標；故此我們應該花時間

來研究神的話語。	

最重要的是，研究聖經不應停留在頭腦上的知識。作為基督徒，我們也應把學到的真理應

用在日常生活上，藉此體驗神真理的正確性及能力，因而改變我們的品格。此外，讀經者

不應是唯一的受益者，他們也應當成為周圍的人的祝福。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便研發了 iEXP 查經法。iEXP(I	Experience)意指「我的體驗」。這是

一種體驗性的查經法，涉及四個步驟。第一步是「仔細察看」，i 是代表眼睛。第二步是

「小心解釋	」“Expound”	 (E)。第三步是「盡心行道	」“Exercise”	 (X)，意即把真理應用在

日常生活上。最後一步是「勇敢見證」	 “Proclaim”	 (P)，以口述的方式向別人見證明真理，

藉此建立非信徒及信徒的生命。	

1) 「仔細察看」	“Eye”	(“i=Eye”)	

研讀聖經的人必須用功才可明白神的心意，簡單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仔細察看。昔日，

庇哩亞人「天天考查聖經」（徒 17：10 至 11），i
為要認識聖經真理。「考查」，ii

正是仔細察看的意思。

iii	iEXP查經法的第一步是「仔細察看」	“i=Eye”。	

a) 「文體」	 “Genre”：藉著我們的眼睛，我們仔細察看經文。聖經是由不同文體寫成

的，如律法	“Law”、敘事	“Narrative”、詩歌“Poetry”、智慧文學“Wisdom	Literature”

及書信“Epistles”	等。	iv	
由於詩歌、敘事、預言及書信所強調的重點及中心皆有不

同，故此理解及解釋的方向及方式是有差異的。

v	

b) 「時刻」	“Occasion”：當研讀某處經文時，要仔細察看與時間有關的數據。	

c) 「地點」	“Location”：讀經者要仔細觀察事件是在甚麼地點發生的，這是有助解開

經文的來龍去脈。	

d) 「人物	」	“Character”：當研讀某處經文時，那段經文有甚麼主要的人物呢？	

e) 「言行」	“Action”：主要人物說了甚麼，他們作了甚麼，這也是仔細察看必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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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使徒保羅叮囑年青同工提摩太要按著正意分解神的真理（提後 2：15），意即要謹慎

的解釋聖經。

vi	iEXP查經法的第一步是「小心解釋	」“Expound”。	

a) 「上文下理」	 “Context”：原文聖經是由希伯來文及希臘文寫成的。關乎解經，有

傳道人幽默說：「無論你認不認識原文，最重要的是上下文。」一節經文可以是與

整章及整卷經文緊扣在一起的，甚至是聯繫整本聖經的。故此，解釋經文絕不可忽

略它的上文下理。	

b) 「以經解經」“Comparison”：有些經文是十分難明的，但我們可以從其它經卷找

到線索，因而作出合理的推斷及解釋。由於六十六卷聖經是連結起來的，那麼以經

解經是十分重要的。	

c) 「參考註釋」	“Commentary”：聖經學者窮一生的精力來研究原文及聖經，那麼在

解釋聖經時，我們是必須參考篤信聖經學者的著作，以致我們能更精準的解釋聖經。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盡心的愛神及愛人是聖經最大的誡命（可 12：29 至 31），vii
這應是基督徒在世上操

練的真理。iEXP 查經法的第三步是「盡心行道	」“Exercise”。操練敬虔，viii
把認識及

明白的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上，意即聽道行道乃是查考聖經最終的目的。	

a) 經歷真神：當明白神的心意後，讀經者或研經者應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神，藉此加

深他們對主的認識。	

b) 人際關係：通過研經我們可進深認識人的問題及軟弱，以此為鑑，小心提防自己

也可墮入聖經人物的錯謬裡。由於人的瑕疵，我們難免有意無意的傷害別人，那麼

彼此饒恕是必須操練的真理。在人際關係方面，我們應依照聖經的教導來建立別人，

並且以無私的心來關愛別人。	

c) 個人信仰：當研經後，非信徒是可以把學習的真理應用在生活上，因而經歷聖經

真理是真確的，他們也可體驗到神是又真又活的，最終叫他們接受救恩及跟隨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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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至於基督徒，真理能叫他們在神面前重新的立志，也可應用聖經原則來

建立自己的品格；此外，這些真理也可成為他們在教會生活及事奉的基石及原則。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通過操練真理，信徒必然可經歷神。當研經者經歷到神及明白真理後，我們便應效法

初期教會的信徒勇敢的向非信徒及信徒作見證。

ix
通過口傳的方式，向未認識耶穌基

督的朋友見證主是又活又真的神，也以此來建立主內信徒。iEXP 查經法的第四步是

「勇敢見證」	“Proclaim”。	



 6 

第一課：羅馬書緒論	

1) 書卷作者：差不多所有新約聖經學者皆相信羅馬書是出自使徒保羅的手筆。在保羅的

時代，教會把使徒的書信保存起來，乃是必然的事。那麼，當保羅還在世上或即使在

他離世後的一段日子裡，假若人家試圖冒名來寫信一定會被識破的。

x
這書是由保羅口

述（羅 1：1）及他的同工德丟代筆的（羅 16：22）。換言之，德丟可能是保羅的抄

寫員、聽寫員或秘書。

xi	

2) 寫作日期：	

a) 保羅的行程：羅馬書 15：14 至 29 提供寫作的背景，保羅計劃前往耶路撒冷，把

外邦教會送給猶太教會的金錢帶到那裡。然後從耶路撒冷，他打算前往西班牙，在

那裡展開佈道的工作。於前往西班牙的途中，保羅想停留在羅馬。根據使徒行傳的

記載（徒 18：23至 20：38），保羅應該是在其第三次佈道中寫羅馬書的。xii
極有

可能，使徒是停留在希臘三個月的期間寫的（徒 20：3至 6）。參考哥林多後書的

記載（林後 13：1，10），保羅於這期間大部分時間是在哥林多渡過的，那麼可推

斷他是在這裡寫羅馬書的。

xiii	

b) 暫住哥林多：使徒保羅約在主後 57年暫居於哥林多，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在主後 57

年的前一年或後一年發生的；故此，一般聖經學者相信保羅是在主後 56至 58期間

寫成羅馬書的。

xiv	

3) 寫作地點：當時保羅是住在該猶的家中（羅 16：23），而該猶是哥林多教會的信徒

（林前 11：4）；因此，羅馬書該是寫於哥林多的。	

4) 寫作對象：在羅馬書內，使徒保羅先後提及猶太人（羅 2：17；4：1）及外邦人（1：

5至 6，13；11：13至 32；15：7至 12，15至 16）。xv
這封信是保羅特意寫信給身

處在羅馬教會內的猶太及外邦基督徒的。	

5) 寫作原因：	

a) 羅馬教會：粗略認識羅馬城及教會的背景，乃是有助推斷保羅寫羅馬書的原因的。	

i) 羅馬的選民：在羅馬城的猶太人，大概有五萬人，大多是十分貧窮的，但有些

猶太人的教育程度卻較其同胞好及富裕。居住在羅馬的猶太人，他們不是以拉

丁語為主要語文，但大多數是操希臘文的。故此，使徒保羅以希臘文寫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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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原因的。改信猶太教的羅馬人，叫羅馬貴族反感，因而叫猶太人與羅馬人

的關係緊張。至於稱耶穌基督為彌賽亞的以色列人，這些猶太家庭教會估計主

要是集中在橫貫羅馬市的第伯爾河之對岸。

xvi	

ii) 羅馬基督徒：大部分創辦羅馬教會的信徒是猶太人（徒 2：10），但由於羅馬

王革老丟在主後四十年代期間把猶太人逐出羅馬，隨後城內的教會便只有外邦

的基督徒了。直至革老丟死後，猶太基督徒便逐漸返回羅馬（羅 16：3）。基

於文化的差異，導致猶太信徒與羅馬基督徒於信仰的演繹上產生很大的分歧。

xvii	

iii) 城市的背景：羅馬是羅馬帝國的名稱，也是其京城之名稱。羅馬城建於主前七

百五十三年，城中建築物多以大理石建造，加上城市位於七座山之上，非常宏

偉壯觀。城內設有可容納十多萬人的劇院，經常安排有人在此與獸彼此爭鬥，

可見人民性情十分殘暴。羅馬城乃是整個羅馬帝國的政治及軍事中心，羅馬帝

國以軍力征服了希臘，但羅馬卻被希臘的文化所征服，其中在喜歡聘用希臘人，

作為他們子弟的教師之事情上，便看見希臘文化對羅馬人的影響了！在歷史上

羅馬也成為世上文化中心之一。

xviii	

iv) 教會的起源：至於誰在羅馬城設立耶穌基督的教會，實在眾說紛云，到現今也

不能確定那一種理論是最準確的，但可以肯定知道一件事，便是聖經明確地推

翻了彼得是設立羅馬教會的講法：	

(1) 證據一：在主後四十九年，羅馬王革老丟	“Claudius”	下令把所有猶太人逐出

羅馬（參徒 18：2），根據歷史學家綏屯紐	 “Suetonius”	所提供的資料，當

時有稱為「克來斯」	 “Chresius”	的人，（這字可寫作	 “Chrisius”	，含有基督

徒的意味），

xix
這人到來傳講新的道理，被羅馬王所驅逐；故此，極有可能

基督徒曾在羅馬傳道，而彼得根據聖經所提供的資料，當時仍在耶路撒冷。	

(2) 證據二：彼得早年多在猶太傳道，他多向自己同胞傳道，是猶太人的使徒。	

(3) 證據三：保羅在羅馬書第十六章向眾多信徒問安，但彼得卻沒有被列入名

單裡，可見彼得在保羅寫信時，仍未到過羅馬。	

b) 四種推論：不同聖經學者對保羅寫信給羅馬教會的見解不一，以下是一些不同的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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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推論一：預先通知羅馬信徒他前往羅馬及稍後探訪西班牙的計劃，藉此得著他

們的支持。

xx	

ii) 推論二：通過這封書信，好讓信徒知道使徒的教導，藉此建立他們的信仰（羅

1：11）。	

iii) 推論三：由於在羅馬教會內，猶太信徒與外邦基督徒之間，存著誤會及磨擦，

教會內部的問題，可在第三、四、九、十及十一章看見。作為牧者，使徒保羅

提醒猶太及非猶太信徒要和睦共處。

xxi	

iv) 推論四：在這特殊情況下，保羅必須把福音解釋清楚，讓猶太基督徒及外邦信

徒，真正明白福音是神完備的救法（1：1，16，25），是全人類的需要。	

6) 書卷主題：	

a) 主題一：基於猶太人與外邦人於文化的差異，因而導致信仰的衝突；故此，種族

和諧及跨越文化是這書信的主題之一。

xxii	

b) 主題二：因信稱義是這書卷的主題，但這個焦點只可在羅馬書 3：21 至 4：25 這

個段落裡找到，因此並不能代表整本書的要義。從此可見，這種見解是不夠全面的。	

c) 主題三：我們不難發現，「福音」這個詞彙出現在這卷書的引言及結語裡（羅 1：

1 至 2，9，15，15：16，19）。福音可算是這書卷最重要的主題。通過使徒保羅

悉心的安排，把福音的定義向讀者解釋。

xxiii	

7) 書卷特色：	

a) 道理極之深奧：書中提及「永古隱藏不⾔的奧祕」（羅 16：25）及「這奧祕」

（羅 16：26）等字眼。	

i) 稱義的真理：第一至五章論到有關「因信稱義」的真理，比較其餘書卷的內容，

這較容易明白。	

ii) 「成聖」的道理：保羅談論有關「成聖」的道理（第六至八章），對比頭五章

的內容，不最容易明白。	

iii) 「歷史」的片段：忽然加插了「歷史」的片段（第九至十一章），實在叫人難

以明白保羅在這處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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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揀選的真理：「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羅 9：13）在此不

是說神偏愛人，乃是引伸神的揀選，神至高的主權。	

(2) 選民的得救：「於是以⾊列全家都要得救」（羅 11：26）保羅要說明在末

後的日子，以色列家會歸向至高之主，同樣在此要指出神的主權，祂乃是掌

管歷史的主宰。	

iv) 信仰的實踐：第十二至十六章是教導信徒實踐真理的部份，保羅在此談論有關

基督徒應有的生活模式。	

b) 條理極之分明：若細心觀察保羅寫羅馬書時，處理的手法是十分有條理的，因此

可把羅馬書清楚的加以分段。	

c) 系統及邏輯化：羅馬書可算為保羅在他眾多書信中，最有系統及邏輯推理的書卷。
xxiv	

d) 經常引用舊約：「串珠」	“catena”	，意即引述經文，但卻沒有加以解釋。xxv
保羅經

常引用舊約聖經，以「串珠」	“catena”	的文學形式，見證主的真道。保守估計，最

少引用了舊約六十一次之多，超過他在別的書信引用舊約的總和。	

8) 全書鑰字：「神的義」（羅 1：17；3：5，21，22，25；10：3）。「義」（原文編

號 1343），含有「正確行為」	“right-doing”	或「正確的行動」	“right	action”	的意思。

xxvi
在書中保羅要表明神一切的作為都是正確、正直的，祂就是那義者。	

9) 全書鑰節：	

a)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

『義⼈必因信得⽣。』」（羅 1：17）	

b)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藉著⼈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他用

忍耐的⼼、寬容⼈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知道他自⼰為義、也

稱信耶穌的⼈為義。」（羅 3：25至 26）	

10) 主要內容：主要內容可分為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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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定罪（1：18至 3：20）	

b) 稱義（3：21至 5：21）	

c) 成聖（6至 8章）	

d) 奧祕（9至 11章）	

e) 生活（12至 16章）保羅在之前的十一章聖經，解釋了全人類都伏在罪的權勢下，

不但外邦人犯了罪，連神的選民也不例外，需要神為世人預備的救恩，以致可因信

福音而被神算為義人，並且因信而成為聖潔、無有瑕疪。由第九至十一章，使徒向

讀者解釋神是掌管歷史的主。在餘下幾章裡，神的僕人提醒信徒，因蒙恩得救，必

須決志過「成義的生活」。	

11) 神學要義：	

a) 人的罪性：作者把罪的定義寫出來，也宣告全人類皆是罪人（羅 3：23），無人倖

免。在整本羅馬書內，保羅不避諱的指出人的問題，就是犯罪的本性及行為，不但

如此，這會導致可怕的後果，即肉身死亡及靈性死亡（羅 5：21）。xxvii	

b) 神的聖潔：神的聖潔與人的罪惡好像水火一般，彼此不相容的。有罪的人決不可

親近神，並且聖潔的主必審判他們（羅 2：3，12，16；3：4）。xxviii	

c) 因信稱義：有罪的人怎能除罪呢？神命定祂的兒子為罪人死，信靠救主的人便可

稱義（羅 1：16至 17；3：25至 26，28，30；4：3至 8；5：1；10：9至 11）。

xxix
由罪人的地位轉到神兒女的位分，乃是一個很大的躍升，顯出神奇妙的恩典。	

d) 真理聖靈：在整個救贖過程裡，神的聖靈扮演重要的角式。聖靈把平安及喜樂賜

給信徒（羅 14：17），也不斷模造聖徒的生命，叫我們更像恩主（羅 15：16）。

xxx
由罪人轉為神的兒女，聖靈在信徒蒙恩時便開始不斷工作，直至神的兒女安全返

回天家。	

e) 愛的真理：在羅馬書內，我們可認識愛的真理。首先，罪人可認識及經歷神的愛

（羅 5：8，8；8：35）。再者，基於認識及享受神的愛，基督徒便曉得以愛來回

應主的恩典；愛神是基督徒正常的生命流露（羅 8：28）。最後，愛神的人亦會愛

身邊的人（羅 12：9，10；13：8至 10）。	

f) 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對基督徒有何意義呢？人是否可靠死守律法來稱義呢？在

羅馬書內，使徒保羅用了不少篇幅來講解律法與基督的福音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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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人際關係：基於文化的差異，換來猶太與外邦基督徒在信仰上的衝突。使徒清楚

表示說，不論猶太人或外邦人，他們皆是罪人，並且唯有耶穌基督的救恩才可叫他

們得救。假若明白真理的話，無論是猶太或非猶太基督徒，也可和睦同居及彼此共

享主的愛。	

h) 神的揀選：由第九章至十一章，使徒保羅向讀者交待一個非常重要但卻難以明白

的真理，這就是神的揀選與人的責任了。不錯，神揀選猶太人為祂的選民（羅 9：

4），但卻不是每一個皆可享有救恩的。再者，神亦揀選某些外邦人，好讓他們得

著耶穌基督的救恩（羅 9：30）。最難明的地方是，在獲取救恩方面，神的揀選與

人的責任是不能分開的。保羅指出普遍猶太人的問題；他們誤以為行為可換取神的

救恩，因而錯失了因信而來的義及恩典（羅 9：31）。通過這個真理，提醒基督徒

應為到神的揀選獻上感恩。對那些聽過福音但不信的人來說，他們決不可埋怨神，

或對自己的不信推卸責任，因為是他們的不信是完全	源於自己的決定。xxxi
神揀選

人來得著救贖的恩典，這全是出自祂的主權。神是創造及統管萬有的主宰，當然祂

有權揀選某些人來得救。此外，神的揀選亦與祂的恩典緊扣在一起，因為有罪的人

本不配蒙恩，但卻竟蒙神提升為祂的兒女，這完全是本於神的恩典。	

12) 參考書目：	

a) 陳終道，新約書信讀經講義（校園）	

b) 牛述光，新約全書釋義（晨星）	

c) 巴斯德，聖經研究（種籽）	

d) F.F.Bruce,The	Epistle	of	Paul	to	the	Romans	(Eerdmans)	
e) W.E.	Vine,	Collected	Writings	of	W.E.	Vine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97,	c1996).	
f) Roger	Mohrlang	 and	Gerald	 L.	 Borchert,	Cornerstone	Biblical	 Commentary,	 Vol	 14:	

Romans	and	Galatians,	“With	the	Entire	Text	of	th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Carol	

Stream,	IL: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2007).	

g) John	MacArthur,	Romans	(Chicago:	Moody	Press,	1996,	c1991,	c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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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書卷大綱：	

a) 神義的揭示（1至 8章）	

i) 福音的真義（1：1至 17）	

ii) 外邦人的罪（1：18至 32）	

iii) 猶太人的罪（2：1至 3：8）	

iv) 世人被定罪（3：9至 20）	

v) 闡釋救恩道（3：21至 5：21）	

vi) 新人與舊人（6至 7章）	

vii) 得勝的道路（8章）	

b) 神義的辯證（9至 11章）	

i) 神的主權（9：1至 29）	

ii) 神的救法（9：30至 10：21）	

iii) 神的恩典（11：1至 30）	

c) 神義的應用（12至 16章）	

i) 聖徒的責任（12至 13章）	

ii) 聖徒的自由（14：1至 15：13）	

iii) 全書的總結（15：14至 16：27）	

14) 課餘功課：敬請學員在私底下，多唸羅馬書，仔細思想書中的內容，並把難明的地方

記下，留在課堂上一同研究及探討。	

15) 背誦金句：	

羅 1：16至 17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能、要救⼀切相信的、先是猶太⼈、後是希利

尼⼈。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

『義⼈必因信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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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無可推諉．」 

羅 3：23	

「因為世⼈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羅 3：25至 26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藉著⼈的信、要顯明神的義．為他用忍耐

的⼼、寬容⼈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知道他自⼰為義、也稱信耶

穌的⼈為義。」 

羅 5：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羅 5：8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 5：12	

「這就如罪是從⼀⼈⼊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因為眾⼈都犯

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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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6：23	

「因為罪的⼯價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 

羅 8：32	

「神既不愛惜自⼰的兒⼦為我們眾⼈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同白白的賜給我們

麼。」 

羅 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羅 12：1至 2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

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意更新⽽變化、

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16) 思考問題：	

第二課：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7）	

1. 為何保羅在羅馬書的開首介紹自己的身份呢（羅 1：1）？	

2. 使徒保羅對福音有甚麼認識呢（羅 1：1）？	

3. 保羅寫信給羅馬基督徒有何目的呢（羅 1：8至 17）？	

第三課：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1. 神豈不是滿有慈愛嗎？為甚麼祂會顯出忿怒來呢（羅 1：18）？	



 15 

2. 何謂「神的永能和神性」（羅 1：20）？	

3. 為甚麼保羅要把這些罪行列舉出來呢（羅 1：21至 32）？	

第四課：猶太人的罪（羅 2：1至 3：8）	

1. 為何使徒保羅要指出猶太人的毛病呢（羅 2：1至 24）？	

2. 割禮有甚麼真正的意義呢（羅 2：25至 29）？	

3. 為甚麼保羅要在此提及「神的信」及「神是真實的」呢（羅 3：3至 4）？	

第五課：世人被定罪（羅 3：9至 20）	

1. 「我們比他們強麼」，這裡的我們及他們是誰呢（羅 3：9）？	

2. 為甚麼世上「沒有義⼈」呢（羅 3：10）？	

3. 為何律法使人伏在神審判之下呢（羅 3：19至 20）？	

第六課：闡釋救恩道（羅 3：21至 5：21）	

1. 何謂神的義呢（羅 3：21至 31）？	

2. 為甚麼保羅要引述舊約聖經人物稱義的事例呢（羅 4：1至 25）？	

3. 基督徒是怎樣稱義呢（羅 5：1至 11）？	

第七課：新人與舊人（羅 6至 7章）	

1. 何謂「舊⼈」（羅 6：6）？如此推論，那麼新人是甚麼呢？	

2. 為甚麼保羅要提及浸禮與「舊⼈」呢（羅 6：6）？	

3. 肉體有何表徵呢（羅 7：15至 25）？	

第八課：得勝的道路（羅 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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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基督裡」與這小段經文有甚麼關連呢（羅 8：1至 4）？	

2. 為何作者要多次在這段經文裡提及「聖靈」呢（8：5至 17）？	

3. 保羅為何論到現今的苦楚與將來的榮耀呢（羅 8：18至 25）？	

4. 為甚麼認識主的愛那麼重要呢（羅 8：26至 39）？	

第九課：真神的主權（羅 9：1至 29）	

1. 究竟是甚麼叫保羅那麼難過呢（羅 9：1至 4）？	

2. 為何神的話沒有落空呢（羅 9：6至 13）？	

3. 神公平嗎（羅 9：14至 33）？	

第十課：真神的救法（羅 9：30至 10：21）	

1. 甚麼是「真知識」（羅 10：2）？「得救」與「真知識」有何關係呢（羅 10：2）？	

2. 為何使徒要引述眾多舊約經文呢（羅 10：5至 21）？	

3. 何謂「⼝裏認耶穌為主」及「⼼裏相信」呢（羅 10：9 至 10）？究竟這樣怎能叫

信徒得救呢？	

第十一課：真神的恩典（羅 11：1至 30）	

1. 神對以色列人有甚麼恩典呢（羅 11：1至 10）？	

2. 對外邦人來說，神有甚麼恩典呢（羅 11：11至 24）？	

3. 為甚麼使徒要提及「以⾊列全家都要得救」呢（羅 11：26）？	

第十二課：聖徒的責任（羅 12至 13章）	

1. 把自己奉獻給神作活祭與之前十一章的內容有甚麼關係呢（羅 12：1至 2）？	

2. 為甚麼勸導基督徒要服從掌權者呢（羅 13：1至 7）？	

3. 愛的精髓是甚麼呢（羅 13：8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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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聖徒的自由（羅 14：1至 15：13）	

1. 誰是「信⼼軟弱的」人（羅 14：1）？	

2. 為甚麼保羅要用這樣長的篇幅來談論信徒飲食的自由呢（羅 14：1至 23）？	

3. 保羅為何提醒信徒要學效基督的榜樣呢（羅 15：3至 13）？	

第十四課：全書的總結（羅 15：14至 16：27）	

1. 保羅指出自己為「基督耶穌的僕役」及「神福音的祭司」，這有何用意呢（羅 15：

16）？	

2. 為甚麼在書信快要完結時與讀者分享自己的心志及心願呢（羅 15：20至 24）？	

3. 向眾同工問安有何意義呢（羅 16：1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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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7）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為何保羅在羅馬書的開首介紹自己的身份呢（羅 1：1）？	

2. 使徒保羅對福音有甚麼認識呢（羅 1：1）？	

3. 保羅寫信給羅馬基督徒有何目的呢（羅 1：8至 17）？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1 至 8 章）：羅馬書一至八章，講述神是義者，並且外邦人及猶太

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由於罪的功價就是永遠的死亡，但神深愛世人，

不想人永遠沉淪，因此，神為人預備救法，叫祂的兒子耶穌基督替世人受刑，滿

足父神公義的要求，顯明這位至高主是公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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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的僕⼈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羅 1：1）	

V 福音的真義（羅 1：1 至 17）：頭十七節是保羅書信的開場白，介紹自己獨特的

身份及福音最基本的內涵。	

1) 自我介紹（羅 1：1）：保羅自稱為「耶穌基督的僕⼈」；為何他要這樣介紹自己

呢？	

a) 「耶穌」（原文編號 2424）：	

i) 名字的出處：「耶穌」是希伯來文「約書亞」的希臘文譯法。	

ii) 名字的名義：「耶和華是拯救」，意即自有永有者是拯救主。	

iii) 普及的名字：「耶穌」是當時以色列人一個頗為普及的名字。在中文聖經

和合本裡，這名字分別譯作「約書亞」（出 17：9）或「耶數」（西 4：

11）。	

iv) 人子的名稱：「耶穌」是神的兒子，「道」成了肉身後，在世上被人經常

稱呼的一個名字。約瑟得到天上而來的啟示，順從天使的命令，而替他肉

身的兒子起名的（太 1：21）。	

v) 其它的稱呼：主經常被人稱為「耶穌」，但也有例外的地方，祂也曾被稱

為「主耶穌」（徒 8：16）或「主」（可 16：19，20；路 7：13；約 4：

1）。	

b) 「基督」（原文編號 5547）：	

i) 基督的名義：受膏者的意思。	

ii) 基督的字源：基督是源自舊約聖經，在舊約是譯作「彌賽亞」	“Messia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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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被油膏的人：在舊約裡有三種人是被膏的，就是君王（撒上 10：1）、先

知（王上 19：15）及祭司（利 4：3，5，16）。被油所膏有特別的屬靈含

意，顯示這人是被神分別為聖，是神所特選的。	

c) 「耶穌基督」：為何使徒保羅稱救主為「耶穌基督」而不是基督耶穌呢？	

i) 福音書：在四福音書內只出現了數次（太 1：1；1：18；可 1：1；約 3：

17；17：3）。	

ii) 使徒行傳：在使徒行傳內，作者多稱主為「主耶穌」（徒 8：16；19：5；

19：17），但保羅卻多稱主為「耶穌基督」（徒 10：36；16：18）。	

iii) 雅各、彼得及約翰書信：他們均稱主為「耶穌基督」，根據學者的研究，

耶穌是神子在肉身的名稱，而基督則代表神子在神性方面的表徵；這三位

使徒，都是分別先認識主耶穌基督的人性，及後再了解祂是神的兒子，所

以在書內他們稱主為耶穌基督。	

iv) 保羅對主的認識：保羅與其他使徒對主的認識有所不同，他一開首便認識

耶穌基督的神性。在大馬色路上保羅遇見從死裡復活並得著榮耀的主，保

羅當日便知道耶穌就是基督（徒 9：5）。從保羅書信內看他怎樣稱呼主，

便知道他對主有深厚的體會及認識。	

(1) 主是紓尊降貴的（提前 1：1）：保羅作見證說，「基督耶穌降世，為

要拯救罪⼈」，基督是代表主神性的稱號，而耶穌卻是人世間一個普及

的名字，他為要說明主是紓尊降貴，神的兒子要來到世間俯就卑微的罪

人。	

(2) 降卑後得榮耀（腓 2：5，11）：在腓立比書第二章內，看見主是先降

卑之後被父神升為至高的，在降卑的經節裡，保羅稱主為基督耶穌（羅

2：5），被父神提升時，使徒稱主為耶穌基督，稱呼與經文本身是一致

的。

x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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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僕⼈」（原文編號 1401）：	

i) 原文的字義：含有被捆綁的意思；意即僕人是一個失去自由的人。在奴役

層面方面，這是最低級的用人。

xxxiii	

ii) 與別處對比：與約翰福音 8：34 之「奴僕」，在原文中是同一的字眼。保

羅雖是奴僕，但他卻是主的奴僕，他是為主失去自由的。對比罪的奴僕，

明顯分別是，罪的奴僕不可不犯罪。「耶穌基督的僕⼈」，當中有兩層非

常重要的意義：	

(1) 屬基督的人：他不是屬世界的，也不是屬世上任何人的，乃是單單屬乎

主耶穌基督的。在舊約聖經內，摩西被稱為「耶和華的僕⼈」（申 34：

5）。對於猶太人來說，這是一種光榮及特權。xxxiv
可以成為神的僕人，

這不但是一種尊稱，也說明他所擁有尊貴的地位。

xxxv	

(2) 真自由的人：似乎屬主的人沒有自由，但卻在主裡享有真正的自由。	

e) 「使徒」（原文編號 652）：	

i) 使徒的意義：原文有被差遣的意思	“one	sent	forth”	。	

ii) 基督的學徒：主耶穌所挑選的十二個門徒，並且接受特殊的訓練（路 6：

13；9：10），主稱他們為使徒。	

iii) 保羅的自稱：保羅自稱為「使徒」（林前 9：1），卻認為自己不配作使徒

（林前 15：9）。	

iv) 聖經的定義：在使徒行傳 1：22，把補選使徒的條件清楚列舉出來。聖經

在廣義上，稱許多人為使徒（徒 14：4；羅 16：7）。	

f) 「奉召為使徒」：一些有關「奉召」在新約的資料：一，是形容詞。二，在新

約聖經出現了 10 次。在別處譯作「被召」或「蒙召」等（太 22：14；羅 1：

6，7；林前 1：1）。原文可有四種不同的意義：一，「呼喚」	“called”	；二，

「邀請」	“invited”	；三，「歡迎」	“welcomed”	；四，「委派」	“appoin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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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對自己蒙召有以下的解釋：一，在加拉太書 1：1，保羅對自己蒙召作使

徒有這樣的見解：「作使徒的保羅，不是由於⼈，也不是藉著⼈，乃是藉著耶

穌基督，與叫祂從死裡復活的⽗神。」根據羅馬書及其它經文的支持，保羅乃

是神特別委派作使徒一職的。	

g) 「特派傳神的福音」：換句話說，保羅是一個特別蒙神選召作傳福音工作的人。

「特派」（原文編號 873）：一，英王欽定本譯作「分別」	“separated”	。這字

在新約聖經有不同的用途及譯法（太 13：49；徒 13：2；加 1：15）。在希臘

文裡，這字有「分別」或「分隔」的意思。神特意分別保羅，作傳福音的工作，

藉此看見神的揀選，引伸到祂至高無上的權柄。	

h) 「福音」（原文編號 2098）：	

i) 原文的字義：起初是指「好消息的報酬」，後來這字的意思演變作「好消

息」。	

ii) 一貫的意思：在聖經內，其一貫的意思是：一，神國和基督救恩的好消息

（太4：23；9：35；24：14；26：13；可1：14；8：35；10：29；13：

10；14：9；16：15；徒 15：7，20，24；彼前 4：17。）二，在保羅書

信裡常論及基督的死、埋葬及復活（林前 15：1 至 3）。三，或是指對福

音的解釋（羅 2：16；加 1：7，11；2：2）。	

2) 何謂福音（羅 1：2 至 4）：「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 1：2）「論到他兒⼦我主耶穌基督．按⾁體說、是從⼤衛後裔⽣的、」（羅

1：3）「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能顯明是神的兒⼦。」（羅 1：4）	

a) 福音裡的應許（1：2）：	

i) 「應許」的字義（原文編號 4279）：一，有之前已經承諾或應允的意思。

二，藉此看見神是信實的，沒有背棄祂的承諾。三，表明福音是神完備無

缺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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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神親自承諾：	

(1) 藉著舊約聖經：在舊約裡，神已應許了人救恩（基督或彌賽亞），並且

向讀者預告有關彌賽亞的三件事情。一，基督的降生（賽 9：6；彌 5：

2；路 2：10 至 11）。二，基督的被害（民 21：9；約 3：14；賽 53

章）。三，基督的復活（詩 16：10；徒 2：31；13：33；詩 110：1；

徒 2：34至 35）。	

(2) 藉著神的先知（來 1：1）：一，神通過祂的僕人，把神的救贖計劃，

清楚向人表明。二，自有永有者藉著祂的話及僕人，預告祂已為世人預

備了基督。	

iii) 福音裡的基督（羅 1：3 至 4）：在福音裡，我們看見福音是介紹神的兒子

耶穌基督；福音的中心，就是基督，換句話說，福音就是基督。	

(1) 基督是神的兒子（羅 1：3；約 20：31）：	

(a) 原文的字義：「兒⼦」（原文編號 5207），希臘文是	 “huios”	。兩

種主要含意：一，是指著神兒子與人的關係而論（路 1：32，35；

徒 13：33）。二，按本質而言，主耶穌基督擁有神兒子的本質（太

14：33；16：16；約 1：49；太 27：54）。	

(b) 新約的註解：一，主耶穌自稱為神的兒子（約 5：25；9：35；11：

4），並且直接了當的表明自己有神的特性（約 14：9）。二，使徒

約翰對主的稱呼（約 3：16至 18；20：31；啟 2：18）。三，希伯

來書作者對主耶穌為神的兒子有清楚的描繪（來 1：2；4：14；6：

6），並且表明主就是神。四，通過聖經的介紹，神的兒子便是神自

己。	

(2) 基督的神人二性（羅 1：3 至 4）：「論到他兒⼦我主耶穌基督．按⾁

體說、是從⼤衛後裔⽣的、」（羅 1：3）「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

復活、以⼤能顯明是神的兒⼦。」（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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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督的人性：	

(i) 「後裔」的字義：「後裔」是	 “sperma”	（原文編號 4690），意

即「種⼦」或「後裔」等意思。	

(ii) 大衛的子孫：表明與大衛肉身上的關係（參 9：3，5；11：14）。	

(iii) 舊約的預表：

一，大衛的兒子是所羅門（撒下 7：12至 16）。

二，所羅門是預表主耶穌基督為平安的王（參太 9：27；約 7：

42；亞 3：8；路 2：11）。	

(b) 基督的神性：保羅藉著兩方面的資料，來說明主為神的兒子。	

(i) 父神的證明（徒 2：32）：神以復活的大能，顯明主為神的兒子。	

(ii) 聖靈的證明（約 15：26）：聖靈為主作見證，表明祂是神的兒

子。「聖善的靈」（原文編號 42），可譯作「聖潔的靈」或

「使⼈成聖的靈」（請參考彼得前書 1：2）。xxxvi	

3) 個人見證（1：5 至 6）：「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在萬國之中叫⼈

為他的名信服真道．」（羅 1：5）「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

（羅 1：6）	

a) 蒙恩的見證：「恩惠」（原文編號 5485）	“charis”	，英文譯作「恩典」	“grace”	

(KJV)。保羅清楚表明，他是從神那裡得著恩典的。	

b) 屬靈的意義：一，神賜恩給人，但不期望蒙恩的人回報祂。二，神主動的賜恩

給人。三，恩惠不是人可以靠功德或行為而賺取的。	

c) 蒙召的見證（羅 1：5 至 6）：使徒保羅向羅馬教會見證說，他是從神那裡得

著使徒的職分（參林前 9：2；加 2：8），並且向信徒表明作使徒應有的使命：

一，把福音遍傳（「在萬國之中」）。二，叫人信服真道，意即叫人接受從神

而來的真理。三，向羅馬教會作見證，聖徒也是同蒙神的恩召的（羅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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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寫信的對象（羅 1：7）：「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羅 1：7）保羅寫信

給羅馬的信徒，他們乃是蒙神所愛的人。在神的恩典裡，羅馬教會的信徒是因著

福音的呼召，因而成為聖徒。	

5) 保羅的祝禱（羅 1：7下）：在祈求及祝福裡，保羅為信徒求恩惠及平安，顯出其

牧者的心腸。	

6) 寫信的目的（羅 1：8至 17）：	

a) 稱讚教會（羅 1：8）：「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感謝我的神．因你們

的信德傳遍了天下。」（羅 1：8）	

i) 「靠著耶穌基督」：「靠著」，英文譯作「藉著」或「通過」	 “through”	

(KJV)。藉著主耶穌基督來感謝神，使徒指出主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保，並且

宣告恩惠與平安是從主耶穌而來的。一個屬靈人應藉著主耶穌來感謝神，

意即不應自己誇耀。	

ii) 「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羅 1：8 下）：「因」說明了感謝的原因。

「信德」有信仰或信心的意思；在此應解作信仰。在此，保羅要指出羅馬

教會為著信仰曾作了美好的見證。	

b) 個人心願（1：9 至 15）：「我在他兒⼦福音上、用⼼靈所事奉的神、可以見

證我怎樣不住的題到你們、」（羅 1：9）「在禱告之間、常常懇求、或者照

神的旨意、終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們那裏去。」（羅 1：10）「因為我切切的

想見你們、要把些屬靈的恩賜分給你們、使你們可以堅固．」（羅 1：11）

「這樣我在你們中間、因你與我彼此的信⼼、就可以同得安慰。」（1：12）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我屢次定意往你們那裏去、要在你們中間得



 26 

些果⼦、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中⼀樣．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羅 1：13）

「無論是希利尼⼈、化外外⼈、聰明⼈、愚拙⼈、我都⽋他們的債。」（羅 1：

14）「所以情願盡我的⼒量、將福音也傳給你們在羅馬的⼈。」（羅 1：15）	

i) 牧者的心聲（羅 1：9至 10）：	

(1) 經常記掛信徒：「不住的題到」，乃是經常、時常的記掛。「常常懇

求」，這裡看見保羅經常的為信徒懇求主。保羅如此記掛聖徒，乃是有

神為他作見證的（羅 1：9至 10）。	

(2) 以神的事為念（羅 1：9）：「用⼼靈所事奉的神」，英文聖經譯作	

“God,	whom	I	serve	with	my	whole	heart”(NIV)，看見神的僕人全心全意

事奉主。保羅打算前往羅馬決不是出於己意，乃是源自神的意思。在保

羅的一生中，他以遵行神的旨意為首要的任務。	

ii) 牧者的心願（羅 1：10至 15）：作為神的僕人，保羅有以下幾個不同的心

願。	

(1) 堅固神的聖徒（羅 1：11）：他願意把屬靈的恩賜分給信徒（原文編號

5486）。恩賜的功用，是為要堅固及建立信徒的靈命。	

(2) 彼此得蒙建立（羅 1：12）。英王欽定本含有「彼此得安慰」，新國際

譯本則有「彼此得鼓勵」的意思。	

(3) 結福音的果子（羅 1：13）。	

(4) 還福音的債項（羅 1：14 至 15）。「希利尼⼈」，即希臘人。「化外

⼈」，乃是「野蠻⼈」	“barbarians”	(KJV)的意思。這裡的幾類人，乃是

全人類的代表。使徒保羅如此說話，為要表示他欠下全人類福音的債，

因而願意盡力把福音傳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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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解釋福音（羅 1：16至 17）：「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能、

要救⼀切相信的、先是猶太⼈、後是希利尼⼈。」（羅 1：16）「因為神

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

『義⼈必因信得⽣。』」（羅 1：17）	

(1) 福音的本質（羅 1：16至 17）：	

(a) 是神的大能（羅 1：16）：神藉著這奇妙的救恩拯救世上極硬心、

非常敗壞的罪魁，福音顯出神是大能者。	

(b) 顯出神的義（羅 1：17）：犯罪應當接受刑罰，意即是永遠的死亡。

神愛罪人，願意為他們開一條出路，竟叫祂的愛子耶穌基督替代罪

人接受刑罰，死在殘酷的十架上，讓信靠基督是救贖主的人，可免

去神的忿怒及刑罰，神這樣作，不單滿足了祂公義的要求，也顯出

神是慈愛的，在成就這偉大救恩的過程裡，看見神的作為是對的，

祂就是絕對的義者！	

(2) 奇妙的救恩：	

(a) 有次序的救法（羅 1：16）：「先是猶太⼈，後是希利尼⼈。」在

神永恆的計劃裡，祂是先揀選猶太人，換句話說，救恩是先臨到以

色列家，在新約時代，神普救的方法便向所有的外邦人顯明（參考

徒 3：25至 26；13：46至 49）。	

(b) 因信稱義的救法（羅 1：17）：「如經上所記、『義⼈必因信得

⽣。』」哈巴谷先知不明白神的作為，為何祂用殘暴的迦勒底人來

刑罰百姓？神的回覆是，義人必因信得生，意思是被神算為義的人，

必基於信靠祂而得拯救。保羅引述舊約哈巴谷書 2：4 的話，要表明

救恩不是靠人的義行，乃是靠信心而得蒙神的拯救。	

(c) 有根有據的救法（羅 1：17 下）：神的救法是根據祂的話，福音是

有根有據的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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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真神應許的救法（羅 1：2 至 4；1：17）：十字架的救法，神早已

在舊約預告給祂的子民，世人得蒙拯救，是根據祂不變的應許。	

(e) 真神不變的救法（羅 1：17）：在原文聖經裡，這是一句頗難翻譯

的說話。大有可能，保羅以加強的語氣說：「純粹是信⼼的問題」

或「由始⾄終是通過信⼼」。xxxvii「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 

“From	 faith	 to	 faith”	 (KJV)，顯示神的救法一直沒有變更，在舊約人

是靠信得救，在教會時代也是如此，神沒有改變祂拯救罪人的方法。	

(f) 真神公平的救法（羅 1：17）：「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

出來．」神定規有罪的人必要死，並且要接受審判及刑罰，但神深

愛世人，不想人面對永遠的刑罰，於是祂定意要祂的獨生愛子替人

受苦受刑，凡信靠者可得赦免及得蒙拯救，通過十字架，我們看見

神是公正嚴明的，祂的救法是公平的。	

(g) 真神預定的救法（羅 1：17）：「義⼈必因信得⽣」（羅 1：17）。

神預定凡信靠耶穌基督的人，必得到罪的赦免及得著永遠的救恩。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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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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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小心解釋	神豈不是滿有慈愛嗎？為甚麼祂會顯出忿怒來呢（羅 1：18）？	

2. 何謂「神的永能和神性」（羅 1：20）？	

3. 為甚麼保羅要把這些罪行列舉出來呢（羅 1：21至 32）？	

2)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Ø 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17）	

Ø 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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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切不虔不義的⼈身上、就是那些⾏不義阻擋真理的

⼈。」（羅 1：18）	

「神的事情、⼈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裏．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羅 1：

19）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

就可以曉得、叫⼈無可推諉．」（羅 1：20）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

知的⼼就昏暗了．」（羅 1：21）	

「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羅 1：22）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彷彿必朽壞的⼈、和⾶禽⾛獸昆蟲的樣式。」

（羅 1：23）	

「所以神任憑他們、逞著⼼裏的情慾⾏污穢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的身體。」（羅

1：24）	

「他們將神的真實變為虛謊、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稱

頌的、直到永遠。阿們。」（羅 1：25）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把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

處．」（羅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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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也是如此、棄了⼥⼈順性的用處、慾⽕攻⼼、彼此貪戀、男和男⾏可羞恥的事、

就在自⼰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羅 1：27）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那些不合理的事．」（羅 1：

28）	

「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作陰毒〕滿⼼是嫉妒、兇殺、爭競、詭

詐、毒恨．」（羅 1：29）	

「又是讒毀的、背後說⼈的、怨恨神的、〔或作神所憎被惡的〕侮慢⼈的、狂傲的、

自誇的、捏造惡事的、違背⽗母的、」（羅 1：30）	

「無知的、背約的、無親情的、不憐憫⼈的．」（羅 1：31）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這樣事的⼈是當死的、然⽽他們不但自⼰去⾏、還喜歡別⼈

去⾏。」（羅 1：32）	

1) 神的忿怒（羅 1：18）：	

a) 顯明在人類歷史中：	

i) 昔日的忿怒：由於神的選民多次犯罪得罪至高之主，神的怒氣已經顯在以

色列人的歷史中。	

ii) 現今的忿怒：「顯明」，這個現在時態的動詞，說明神的忿怒現今便出現

在世上。

xxxviii
再者，神的忿怒是彰顯在審判裡的。簡言之，神的忿怒常與

審判連在一起。

xxxix
世人不斷犯罪，沒有悔改的意向，叫神傷心及難過，並

且叫主十分之忿怒。為此，犯罪的結果是換來祂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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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將來的忿怒：神的怒氣在末後的日子完完全全彰顯出來（帖前 1：10；羅 2：

5；啟 6：16至 17；19：15）。	

b) 真神發怒主要因由：為何神發怒？以下是兩個主要的原因：	

i) 人的罪性（羅 1：18）：這處說明罪人的天然本性。「不虔」（原文編號

763），英王欽定本把它翻作「不敬畏神」	 “ungodliness”	，意即不敬虔的

意思。「不義」（原文編號 93），英王欽定本把它譯作「不公正」	

“unrighteousness”	。這個原文詞彙有以下三個不同的意思：一，指審判官

者的不正義。二，心靈及行為的不正直。三，不正直的行動，是指人干犯

法律或公理的意思。有神學家推斷「不虔」是人對神的不虔誠，而「不義」

則是指世人以不法或不正當的手法來對待同伴。

xl
可是，亦有聖經學者認為

兩組字眼的意思是十分廣泛的，無須把它刻意的分為對神及人的罪行。

xli	

(1) 人的罪行（羅 1：18，19）：在此，使徒保羅列舉出罪人慣常的表現，

一是「阻擋真理」，二是不揀選神。前者說明人雖然無法改變真理，但

他們卻頑抗神的真理。

xlii
後者卻顯出人的悖逆，雖然神在人心靈有啟示

（羅 1：19），並且在大自然中顯明祂就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但世人仍

故意不去揀選這位獨一至高之主。	

2) 神的事情（羅 1：19至 20）：保羅在此要講解有關啟示的問題，換句話說，他要

向讀者表明這是認識神其中的一些途徑，也是神學家所論及「自然啟示」的學說。

「自然啟示」可分為兩個重點，神在兩個重要的領域中，彰顯祂就是至高者：	

a) 人心裡的啟示（羅 1：19）：神把認識祂的本能或有神存在的意識種植在人心

裡，

xliii
這是造物主在人類身上的設計。	

b) 大自然的啟示（羅 1：20）：造物主不但在人心中留下的足跡，並且以奇妙的

大自然來證實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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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神的永能」（原文編號126及1411）：英王欽定本的翻譯（“His	eternal	

power”）與原文的意思十分相近，其原意是有永遠、永恆的權能或能力的

意思。「神的永能」是祂不盡的、永遠不變無限的大能。	

ii) 「神性」（原文編號 2305）：在新約聖經裡，這個詞彙只有出現了一次，

xliv
意即神一切的屬性。

xlv
在外邦人面前，保羅指出在宇宙萬物中，神顯示

祂是恩慈的主宰（徒 14：17）。xlvi	

3) 人的罪惡（羅 1：21至 32）：即使人知道有神的存在，但他們仍放任的犯罪，絲

毫不怕神的審判及刑罰。有見及此，使徒保羅便仔細列出全人類的罪行，並且在

稍後向讀者講解罪得赦免及活出基督徒應有樣式的真理。	

a) 敬拜偶像的罪（羅 1：21至 25）：	

i) 故意拜假神（羅 1：21）：世人故意的離棄真神，取而代之，是去敬拜事

奉假神。其實在宇宙萬物中，神已表明祂就是至高之主，人本可藉著所造

之物，便能知曉；誰知人竟離棄真神，反而去敬拜虛假的偶像！	

ii) 自以為聰明（羅 1：22）：沒有神的啟示，人根本不可能認識祂，但人自

以為聰明，為自己增添許多假神。	

iii) 故意設偶像（羅 1：23）：世人可悲之處是：不單不敬拜事奉真神，反而

為自己設立偶像，難怪神那麼氣忿！	

b) 姦淫無恥的罪（羅 1：26至 27）：	

i) 與神作對（參利 20：13）：神起初造男造女，為人類設立婚姻的制度，現

今世人竟大攪同性戀關係，這明顯是與神作對的行徑。	

ii) 違反定律：萬物都有它的定理，神造人是有祂的心意，現今世人故意違抗

神的定規，這是違反神起初的定律。在古代希臘及羅馬的社會裡，雞姦	

“Pederasty”	，意即男性之間的性行為（肛交），乃是被人家廣泛接納的，

並且視它較異性戀的愛更超越。

xlvii	

c) 其它各種的罪（羅 1：28至 32）：Romans	1:28-32	(KJV)28	And	even	as	they	

did	 not	 like	 to	 retain	 God	 in	 their	 knowledge,	 God	 gave	 them	 over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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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bate	mind,	to	do	those	things	which	are	not	convenient;	29	Being	filled	

with	 all	 (1)unrighteousness,	 (2)fornication,	 (3)wickedness,	

(4)covetousness,	 (5)maliciousness;	 (6)full	of	envy,	 (7)murder,	 (8)debate,	

(9)deceit,	(10)malignity;	(11)whisperers,	30	(12)Backbiters,	(13)haters	of	

God,	(14)despiteful,	(15)proud,	(16)boasters,	(17)inventors	of	evil	things,	

(18)disobedient	 to	 parents,	 31	 (19)Without	 understanding,	

(20)covenantbreakers,	 (21)without	 natural	 affection,	 (22)implacable,	

(23)unmerciful:	 32	 Who	 knowing	 the	 judgment	 of	 God,	 that	 they	 which	

commit	 such	 things	are	worthy	of	death,	not	only	do	 the	same,	but	have	

pleasure	 in	 them	that	do	 them.xlviii在英王欽定本有二十三項罪行，而在中文

聖經和合本只有二十一項罪行，乃是因為翻譯中文聖經者把「 私 通 」	

“fornication”	（未婚者之間或與未婚者的性行為）及「罪惡」	 “wickedness”	譯

作「邪惡」，把	“covenant	breakers”	及	“implacable”	譯作「背約的」（羅 1：

31）。以下所列舉的罪行，乃是根據英王欽定本的翻譯。	

i) 「不義」（原文編號 93）：原文有三個主要的意義：	

(1) 指審判官者的不正義。	

(2) 心靈及行為的不正直。	

(3) 不正直的行動，是指人干犯法律或公理的意思。xlix	

ii) 「私通」	“fornication”	(KJV)	（原文編號 4203）：在原文裡，它均有以下

幾種不同的意思。	

(1) 指不正當的性行為，如姦淫、私通、同性戀或與獸有淫行的意思。	

(2) 在舊約裡，與近親有染，算為姦淫（利 18 章）；在新約時代，主耶穌

指那些與離婚者有染，也被視為淫行（可 10：11至 12）。l	

iii) 「邪惡」（原文編號 4189）：含有邪僻、邪惡的意思，比方如腐化墮落的

行為、毒心、邪惡的意向及慾念。

li	

iv) 「貪婪」（原文編號 4124）：即是貪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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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惡毒」（原文編號 2549）：	

(1) 不懷好意的意思。	

(2) 邪惡的意思，當中人違反法律，也不覺羞恥，這是惡毒者的作為。	

(3) 含有擾亂之意。lii	

vi) 「嫉妒」（原文編號 5355）：即是妒忌。	

vii) 「兇殺」（原文編號 5408）：有謀殺或屠殺的意思。	

viii) 「爭競」（原文編號 2054）：含有爭辯、爭論、爭吵或口角的意思。	

ix) 「詭詐」（原文編號 1388）：詭詐或謊言的意思。	

x) 「毒恨」（原文編號 2550）：敗壞的個性：敗落的心靈及生活。帶著靈巧

的敗壞。	

xi) 「讒毀」（原文編號 5588）：（英王欽定本的翻譯是	 “whisperers”	）含

有散播謠言，暗中毀謗人及損壞人家名譽的人。	

xii) 「背後說⼈」（原文編號 2637）：（英王欽定本是譯作	“backbiters”	）

原文是指一個毀謗人家或一個說邪惡說話的人。	

xiii) 「怨恨神」（原文編號 2319）：（英王欽定本把它譯作	“haters	of	God”	）

非常恨惡神，並且含有非常不敬虔及惡毒的意思。	

xiv) 「侮慢⼈」（原文編號 5197）：這是一個無禮的人；由於充滿傲氣，以

致在言語充滿侮辱，或在行為上也存著可恥的表現。	

xv) 「狂傲」（原文編號 5244）：自覺比人超然、比人更加出眾。太過自負的

高估自己或功勞，並且以藐視的態度對待別人。	

xvi) 「自誇」（原文編號 213）：（英王欽定本：	 “boasters”	）一個膚淺的

假裝者，或一個自吹自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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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 「捏造惡事」（原文編號 2182及 2556）：（英王欽定本：	 “inventors	

of	evil	things”	）意即一個惡事的發明者或設法者。	

xviii) 「違背⽗母」（原文編號 545）：（英王欽定本： 	 “disobedient	 to	

parents”	）含有不受勸告，不聽從，違抗命令及頑梗悖逆的意思。	

xix) 「無知」（原文編號 801）：（英王欽定本：	“without	understanding”	）

即沒有智慧，沒有悟性或愚蠢的意思。	

xx) 「背約」（原文編號 802 及 786）：中文聖經和合本把兩個相近意思的字

眼譯作「背約」，其實在原文裡，有兩個不同的字眼。英王欽定則分別譯

作「違約者」 “covenant	breakers”	及「難和解的」	“implacable”	。	

(1) 前者的詞彙	“asunthetos”	：可以解作沒有信用，或不守盟約者。liii	

(2) 後者的詞彙	“aspondos”	：其中含有不可被勸服、使他遵守盟約的意思。
liv	

xxi) 「無親情」（原文編號 794）：沒有天性的愛，不合群，沒有人性或不

可愛的意思。	

xxii) 「不憐憫⼈」（原文編號 415）：沒有憐憫，沒有慈憐的意思。	

d) 不敬畏神的罪（羅 1：32）：「他們雖知道神判定、⾏這樣事的⼈是當死的、

然⽽他們不但自⼰去⾏、還喜歡別⼈去⾏。」	

i) 不懼怕刑罰：知道神會刑罰犯罪的人，並且知道犯罪者是該死的，然而沒

有懼怕的心。	

ii) 喜歡人犯罪：這群罪人不單自己犯罪，也喜歡別人犯罪，可見他們存著與

神敵對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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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39 

第四課：猶太人的罪（羅 2：1至 3：8）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為何使徒保羅要指出猶太人的毛病呢（羅 2：1至 24）？	

2. 割禮有甚麼真正的意義呢（羅 2：25至 29）？	

3. 為甚麼保羅要在此提及「神的信」及「神是真實的」呢（羅 3：3至 4）？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Ø 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7）	

Ø 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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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猶太人的罪（羅 2：1至 3：8）	

1) 論斷的罪（羅 2：1至 16）：	

a) 論斷的事實（羅 2：1）：在指出外邦人的罪行後，保羅便接著指出猶太人的

問題。

lv	

i) 「無可推諉」：「你稱為猶太⼈、又倚靠律法、且指著神誇⼝．」（羅2：

17）「你若是⾏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

算不得割禮。」（羅 2：25）「因為外面作猶太⼈的、不是真猶太⼈、外

面⾁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羅 2：28）參照以上幾節經文，這裡

的「你」，乃是是指猶太人（參羅 2：17；2：25，28）。猶太人定外邦人

的罪，指他們棄絕真神。可是，猶太人也同樣犯相似的罪行，也是沒有藉

口來推卸責任的。

lvi	

ii) 「論斷」（原文編號 2919）：英文聖經譯作「宣判」	 “pass	 judgment”	

(NIV)。同一字眼在中文聖經譯作「刑罰」（可 12：40）、「受刑」（路

23：40）、「審判」（約 9：39）及「判斷」（羅 11：33）。在原文分別

有以下的意思：	

(a) 判決或判決的行動。	

(b) 嚴肅或法庭的審判（徒 24：25；來 6：2）。	

(c) 像法庭般的審判（羅 2：2至 3）。	

(d) 私下作判決或私人的見解（太 7：2）。	

(e) 被定罪（羅 3：8）。	

(f) 施行審判或刑罰（太 23：14）。	

(g) 訴訟（林前 6：7）。	

(h) 審判的權或審判的能力（啟 20：4）。根據上文下理，「論斷」是

指定人家的罪。

l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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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定自⼰的罪」：猶太人自以為比其他族裔優勝，保羅表示他們「自⼰所

⾏卻和別⼈⼀樣」，以色列人與外邦人也犯同樣的罪。這是定猶太人有罪

的原因。	

b) 招神的審判（羅 2：2至 11）：	

i) 神審判的法則（羅 2：2）：神以「真理」（原文編號 225）為審判人基本

的原則。	

ii) 不能逃避審判（羅 2：3）：猶太人定外邦人有罪，其實他們也是如此犯同

樣的罪；故此，保羅表示他們也不能逃避神的審判。	

iii) 招惹神的怒氣（羅 2：4 至 5）：猶太人有幾方面是惹神的怒氣的，分別是：	

(1) 藐視真神：究竟他們怎樣藐視神呢？保羅指出猶太人在三方面藐視了神。	

(a) 豐富的恩慈（原文編號 5544）：在以色列人歷史中，若不是神的恩

慈，他們一早便消滅了！	

(b) 豐富的寬容（原文編號 463）：在舊約聖經中，定滿了神寬容祂百

姓的片段。	

(c) 長久的忍耐（原文編號 3115）：原文是	“makrothumia”	，英王欽定

本譯作	 “longsuffering”	，在中文聖經分別譯作「恆忍」（林後 6：

6）及「長久忍耐」（彼後 3：15）。	

(2) 不肯悔改（羅 2：4，5）：「剛硬不悔改的⼼」，乃是猶太人屬靈的光

景。神雖然寬容他們，但他們仍不肯回轉。以色列人十分心硬，從兩個

字眼可看見這情況：	

(a) 「剛硬」（原文編號 4643），含有硬、倔強及頑固的意思。	

(b) 「不悔改」（原文編號 279），有不願改變思想、意思的含意。猶

太人的心硬及不肯悔改，最終只是等待神的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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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賞賜與及刑罰（羅 2：6 至 11）：在神賞賜及刑罰猶太人當中，我們看見

主是根據以下的一些原則：	

(1) 照人的行為而決定（羅 2：6）。猶太人應為到自己的行為負責。	

(2) 賞賜人基本的法則（羅 2：7，10）：「凡恆⼼⾏善、尋求榮耀尊貴、

和不能朽壞之福的、就以永⽣報應他們．」（羅 2：7）「卻將榮耀、

尊貴、平安、加給⼀切⾏善的⼈、先是猶太⼈、後是希利尼⼈．」（羅

2：11）	

(a) 恆心行善便有賞賜（羅 2：7）：若人恆常行善，便得著神的賞賜，

但不是指人靠行善便可得到永生。	

(b) 尋求永福者有賞賜（羅 2：7）：當人真心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

之福者，神必以永生報答他。	

(c) 賞賜人根據的次序（羅 2：11）：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	

(3) 刑罰人基本的法則（羅 2：8，9）：「唯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

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羅 2：8）「將患難、困苦、加給

⼀切作惡的⼈、先是猶太⼈、後是希利尼⼈．」（羅 2：9）	

(a) 行惡者必受報應：不順從真理者，反順從不義者，神必報應他們。	

(b) 刑罰世人的次序：神刑罰世人與賞賜世人的先後次序一樣，也是先

刑罰選民，末後才刑罰外邦人。	

(4) 神不偏待世人的原因：「因為神不偏待⼈。」神是義者，因為祂不偏待

世人（羅 2：11）。	

c) 律法的真義（羅 2：12至 16）：	

i) 猶太人與律法（2：12 至 13）：「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

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羅 2：12）「（原

來在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律法的稱義．」（羅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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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猶太人也是接受在律法以下的審判。	

(2) 他們不是靠聽律法得稱為義。	

(3) 以色列人也是無法靠行律法而得稱為義。保羅引述猶太人傳統的見解，

他們相信人是靠守律法得救的（利 18：5）。可是，唯有完全遵守律法

的要求，這人才可被稱義（羅 10：5；3：10，12）。由於人是軟弱的，

根本無法達到律法的要求，因此，人是無法稱義的。

lviii	

ii) 外邦人與律法（羅 2：14至 16）：「沒有律法的外邦⼈、若順著本性⾏律

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有律法、自⼰就是自⼰的律法．」（羅 2：14）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裏、他們是非之⼼同作見證、並且他們

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羅 2：15）「就在神藉耶

穌基督審判⼈隱祕事的日⼦、照著我的福音所⾔。」（羅 2：16）	

(1) 世人的良心：有學者認為良心是直覺的對與錯，lix
也有些相信這是一種

內在道德的聲音。

lx
總言之，外邦人是依據良心作為行事為人的準則。	

(2) 律法的要義：外邦人若依據律法的要義來行事時，他就可被神算為義了

（羅 2：13下）。若世人靠行律法的要義便可得救，那麼究竟基督徒為

何仍要傳福音呢？原因非常簡單，就是世人很難靠良心而來的準則達到

神的要求；此外，認罪悔改而接受福音，可確保一個人得救！	

(3) 審判的日子：根據羅 2：16，我們在審判的日子裡便知道那些人是得著

拯救的。參考新國際譯本：	“This	will	take	place	on	the	day	when	God	

will	judge	men’s	secrets	through	Jesus	Christ,	as	my	Gospel	declares.”	

2) 自誇的罪（羅 2：17至 24）：猶太人非常自我中心，他們自視過高，以致內心充

滿驕傲和自義的態度。	

a) 自以為與神有好關係（羅 2：17）：「你稱為猶太⼈、又倚靠律法、且指著 

神誇⼝．」有譯本把「且指著 神誇⼝」翻作「並且誇耀你與神的關係」。lxi

猶太人認為他們的身份是極其獨特的，因為他們擁有神的律法。律法不單是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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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五經，而是整本舊約聖經。在舊約聖經內，猶太人得知神與人所立的約、福

氣、咒詛、警語、應許、禮儀、神的道德標準、教訓及救贖計劃等。

lxii
由於與

神擁有獨特的關係，猶太人便以此誇口。

lxiii	

b) 自以為明白神的旨意（羅 2：18）：「既從律法中受了教訓、就曉得神的旨意、

也能分別是非、〔或作也喜愛那美好的事〕」猶太人自以為明白神的旨意，其

實他們是一知半解的。	

c) 自以為能夠分別是非（羅 2：18）：他們誤以為有了神的律法便可分別是非，

但卻不知何為好歹。	

d) 自以為領瞎子走路的（羅 2：19）：「又深信自⼰是給瞎⼦領路的、是⿊暗中

⼈的光、」猶太人認為外邦人是瞎子，他們可為這些外族人作引導，實際上是

瞎子領瞎子。	

e) 自以為黑暗中人的光（羅 2：20）：神立以色列人成為外邦人的光（賽 42：6；

9：2；49：6；58：8；60：3），這是他們清楚知道的，但選民卻沒有履行他

們的使命及職責。

lxiv	

f) 自以為蠢笨人的師傅（羅 2：20）：「是蠢笨⼈的師傅、是小孩⼦的先⽣、在

律法上有知識和真理的模範。」神的選民自以為聰明，其他所有的人都是愚笨

的人。	

g) 自以為是小孩的先生（羅 2：20）：猶太人認為他們可以成為別人的教師，教

導人家明白真理，但他們卻沒有實際的資格及條件。	

h) 自以為已領悟了律法（羅 2：20）：保羅在羅馬書內，用了許多篇幅介紹律法

的要義，表明他們不明白基本律法的要義。	

i) 自己能說卻不能遵行（羅 2：21 至 22）：「你既是教導別⼈、還不教導自⼰

麼．你講說⼈不可偷竊、自⼰還偷竊麼．」（羅 2：21）「你說⼈不可姦淫、

自⼰還姦淫麼．你厭惡偶像、自⼰還偷竊廟中之物麼．」（羅 2：22）究竟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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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有沒有偷取人家殿內的物品呢？有解經家認為：當中有兩個可能性；第一

個可能性，是指選民偷竊其它廟宇之物，或是指他們在神殿裡偷取獻金。	

j) 觸犯律法而玷辱了神（羅 2：23）：「你指著律法誇⼝、自⼰倒犯律法、玷辱

神麼。」猶太人以律法誇口，但卻沒有遵守律法的決心及能力。在觸犯律法的

教訓上，這不但玷辱他們貴為神選民的身份，亦是直接羞辱的表現。	

k) 使神在外邦被人褻瀆（羅 2：24）：「神的名在外邦⼈中、因你們受了褻瀆、

正如經上所記的。」在舊約歷史裡，百姓多次犯罪得罪神，以致神的名在外邦

人中也被羞辱（參耶 5；結 36：22）。	

3) 割禮真義（羅 2：25至 29）：	

a) 割禮真正的益處（羅 2：25上）：「你若是⾏律法的、割禮固然於你有益．」

行律法者割禮才算有益，只守割禮，而不行律法，沒有特殊的意義，只是把割

禮宗教意味化而已。	

b) 割禮與神的律法（羅 2：25下至 27）：	

i) 「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禮就算不得割禮。」觸犯律法者便廢掉割禮（羅2：

25下）。	

ii) 「所以那未受割禮的、若遵守律法的條例、他雖然未受割禮、豈不算是有

割禮麼。」行律法者才算為一個已受了割禮的人（羅 2：26）。	

iii) 「⽽且那本來未受割禮的、若能全守律法、豈不是要審判你這有儀⽂和割

禮竟犯律法的⼈麼。」若有外邦人能守全律法，藉此定了猶太人的罪（羅2：

27）。猶太人自恃有神所賜的律法，但他們能說不能行；反之在外邦人中，

許多人也有美好的行為，這就成為猶太人被神定罪的根據。	

c) 割禮與真猶太人（羅 2：28 至 29）：「因為外面作猶太⼈的、不是真猶太⼈、

外面⾁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羅 2：28）「唯有裏面作的、纔是真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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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真割禮也是⼼裏的、在乎靈不在乎儀⽂．這⼈的稱讚、不是從⼈來的、

乃是從神來的。」（羅 2：29）	

i) 接受了肉身上的割禮，不等於真是猶太人。	

ii) 在心裡受了割禮者，才視為真正的猶太人（羅 2：29）。	

(1) 聖靈的割禮：由聖靈在人心裡行割禮，新國際譯本作	“by	the	Spirit”	。	

(2) 不在乎儀文（原文編號 1121）：英文是	“written	code”	，原文是指律法

上的條例。	

(3) 心中的污穢：心裡行割禮，若參考舊約聖經，有「將⼼裡的污穢除掉」

的意思（申 10：16）。	

iii) 神的稱讚納及悅納：作為一個真猶太人，會得到神自己的稱讚（羅 2：29

下）。以色列人守律法想得著人的稱讚（太 6：1 至 5）；但唯有一個真正

遵行律法者才會得到神的悅納及稱讚。	

4) 神的信實（羅 3：1 至 8）：「這樣說來、猶太⼈有甚麼長處、割禮有甚麼益處

呢．」「凡事⼤有好處．第⼀是神的聖⾔交託他們。」「即便有不信的、這有何

妨呢．難道他們的不信、就廢掉神的信麼。」「斷乎不能．不如說、神是真實的、

⼈都是虛謊的．如經上所記、『你責備⼈的時候、顯為公義．被⼈議論的時候、

可以得勝。』」（羅 3：1至 4）	

a) 人的不信不能廢掉神的信實（羅 3：1至 4）：	

i) 人的不信：猶太人雖然是不信，但神仍將聖言交託他們（羅 3：2 至 3）。

「聖⾔」是聖經，原文是	“logion”	，在新約出現了四次（徒 7：38；來 5：

12；彼前 4：11；羅 3：2），意即舊約聖經。lxv
保羅在此問了兩條問題：

猶太人有甚麼優勝之處呢？割禮有甚麼益處呢？保羅在此要表明一個重要

的道理，猶太人雖然不信，但卻不能廢掉神的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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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的虛謊：保羅引用舊約聖經，以神的信實對比人的虛謊（羅 3：4；詩 51：

4）。	

b) 神絕對是義者（羅 3：5 至 8）：「我且照著⼈的常話說、我們的不義、若顯

出神的義來、我們可以怎麼說呢．神降怒、是他不義麼．」「斷乎不是．若是

這樣、神怎能審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實、因我的虛謊、越發顯出他的榮耀、

為甚麼我還受審判、好像罪⼈呢。」「為甚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

這是毀謗我們的⼈、說我們有這話．這等⼈定罪、是該當的。」（羅 3：5 至

8）	

i) 人的不義不能彰顯出神的義（羅 3：5 至 6）：保羅以常理來說明此事，

「⼈的常話」在新國際譯本譯作	“human	argument”	。若人的不義（犯罪）

可顯出神的義，那麼神發怒便是不合理的，祂沒有資格審判世人（羅 3：5

至 6）。	

ii) 人的虛謊不能顯出神的榮耀（羅 3：7）：若人的虛謊可彰顯神的榮耀，世

人便不必被神定罪和審判了！	

iii) 不可作惡以成善（羅 3：8）：當中可能有人認為，人的犯罪可彰顯神的榮

耀，並且可表明祂是那義者，但保羅直接了當否定這種講法；並表明這是

胡說八道，持這種理論者應被定罪（羅 3：8）。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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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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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世人被定罪（羅 3：9至 20）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我們比他們強麼」，這裡的我們及他們是誰呢（羅 3：9）？	

2. 為甚麼世上「沒有義⼈」呢（羅 3：10）？	

3. 為何律法使人伏在神審判之下呢（羅 3：19至 20）？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Ø 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7）	

Ø 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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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猶太人的罪（羅 2：1至 3：8）	

Ø 世人被定罪（羅 3：9至 20）	

1) 舊約的定案（羅 3：9至 18）：	

a) 選民不比外邦人強（羅 3：9）：	

i) 神的選民與外邦人：「我們」，即猶太人，「他們」，則是外邦人的意思。

這裡有兩個群體，分別是猶太人及外邦人。對猶太人來說，他們故然是得

天獨厚的（參考羅 3：1 至 2）。lxvi
可是，保羅卻說：「這卻怎麼樣呢．我

們比他們強麼．決不是的．因我們已經證明、猶太⼈和希利尼⼈都在罪惡

之下．」（羅 3：9）雖然猶太人貴為神的選民，但猶太人絕對不比外邦人

優勝，因為兩者皆伏在罪的權勢下，因為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是被罪捆綁的

罪人。	

ii) 罪惡在聖經的真義：「罪惡」這字有「未中的」	“missing	of	the	mark”	的意

思，其中它有四種的用法：	

(1) 指一種的「律」或「行動之源」或「內裡產生行動的本質」（羅 3：5：

13；5：20；6：1至 2；7：7）。	

(2) 一種「支配人的律或能力」（羅 6：6）。	

(a) 「罪身」（羅 6：6）：有組織的力量。	

(b) 這種「支配人的能力」有時是被人格化了（羅 5：21；6：12，14，

7：11，14，17，20，23，25；8：2；林前 15：56；來 3：13；25；

12：4；雅 1：15）。	

(3) 指世上一般的罪惡（罪惡的總稱）。	

(4) 罪行（太 12：31；徒 7：60；雅 1：15；2：9；4：17；5：15，20；

約壹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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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羅以舊約來引證（羅 3：10至 18）：	

i)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連⼀個也沒有．」（羅 3：10）「沒有義

⼈」（羅 3：10；詩 14：1 下）。為要向羅馬教會證明全人類皆伏在罪惡

的權勢下，使徒保羅便引經據典，他引述詩篇 14的話。	

ii) 「沒有明白的」（羅 3：11 上；詩 14：2 中）：「沒有明白的、沒有尋求

神的．」（羅 3：11）	

(1) 「明白」（原文編號 4920）：這是希臘文的原文編號；有原文學者認

為「明白」是當時希臘人的慣常用語，乃是指一正直、良好者及擁有有

關得救道理的智慧（羅 3：11上）。	

(2) 「明白」（原文編號為 7919），希伯來文其中一意思，含有在採取行

動之前作周詳的考慮（詩 14：2中）。參照以上的資料，可以引伸雙重

的意義。首先，世人沒有屬靈的竅，意即沒有屬神的智慧，可明白神的

救恩。另一方面，人沒有花上功夫，便放棄了去尋索神。	

iii) 「沒有尋求神的」（羅 3：11 下；詩 14：2 下）。雖然按照我們的觀察，

世上實在是有人尋找神的，但正如舊約聖經的記載，他們雖是尋索，卻偏

離了正路，用錯了方法來認識神，以致詩人有這般主觀的結論。	

iv) 「都是偏離正路、⼀同變為無用．沒有⾏善的、連⼀個也沒有。」（羅3：

12）	

(1) 「都是偏離正路」（羅 3：12；詩 14：2中至 3）；其餘的 3：10至 12

的內容，可參考詩 53：1下，2至 3中。中文聖經把原文的意思翻譯出

來（原文編號 1578），世人都是偏離了正確的路軌，表明他們是達不

到神至高標準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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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變為無用」（羅 3：12），在舊約是譯作「⼀同變為污穢」（詩

14：3），意即道德方面是敗壞的（原文編號 444）；新約的「無用」

（原文編號 889），是指個性方面的沒有用處，意即人在個人道德方面，

對整體來說，是沒有甚麼特殊貢獻的。	

v) 「沒有⾏善的，連⼀個也沒有」（羅 3：12；詩 14：3）：難道世上沒有一

個行善的人嗎？世上當然有行善的人，但藉行善以致可達到神的標準者，

世上是絕對沒有的！	

vi)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羅 3：13；詩 5：9；140：3）：墳墓與死

亡是共存的字眼，聖經的作者說罪人的喉嚨好像「敞開的墳墓」，意即他

們的言語十分厲害，有力量引進死亡，可見他們言語的殺傷力是何等的大。	

vii) 「他們用舌頭弄詭詐」（羅 3：13；詩 5：9）：保羅引用詩篇的話，為

要證明人的言語是何等詭詐。	

viii) 「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羅 3：13；詩 140：3）：藉此看見人的言

語非常惡毐，可致人於死地。	

ix) 「滿⼝是咒罵苦毒．」（羅 3：14；詩 10：7）：	

(1) 「咒罵」（原文編號 685）：即咒語，咒詛或咒罵。	

(2) 「苦毒」：原文有三種含意（原文編號 4088）：極之邪惡，苦根（意

即可生出苦果）或苦毒。	

x) 「殺⼈流⾎他們的腳⾶跑．」（羅 3：15）「所經過的路、便⾏殘害暴虐

的事．」（羅 3：16）「平安的路、他們未曾知道．」（羅 3：17）世人十

分殘暴，經常流人的血，所走的路，是一條沒有和平、十分血腥的道路

（賽 59：7至 8）。	



 53 

xi) 「他們眼中不怕神。」（羅 3：18；詩 36：1）	

(1) 世人可怕的地方是，雖然犯那麼多、那麼大的罪，但竟不怕神的刑罰。	

(2) 保羅引述舊約聖經，藉詩人圖像化的描繪，有形有體的把人類的罪描繪

出來，清楚論到人「犯罪的腳」（羅 3：12，15，16），「犯罪的口」

（羅 3：13，14），「犯罪的眼」（羅 3：18），叫人承認自己是被罪

惡捆綁的。	

2) 保羅的結論（羅 3：19至 20）：	

「我們曉得律法上的話、都是對律法以下之⼈說的、好塞住各⼈的⼝、叫普世的

⼈都伏在神審判之下．」（羅 3：19）	

「所以凡有⾎氣的沒有⼀個、因⾏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因為律法本是叫⼈知

罪。」（羅 3：20）	

a) 普世都伏在神審判之下（羅 3：19）：	

i) 猶太人被律法定罪：神的選民不單不能靠行律法得救，反而因不能達到神

律法的要求而被定罪。	

ii) 外邦人被良心定罪：「（原來在神面前、不是聽律法的為義、乃是⾏律法

的稱義．」「沒有律法的外邦⼈、若順著本性⾏律法上的事、他們雖然沒

有律法、自⼰就是自⼰的律法．」「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裏、

他們是非之⼼同作見證、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

非．）」（羅 2：13 至 15）猶太人被神的律法定罪，外邦人也不能逃避神

的審判，因為他們也被良心控訴，同樣良心已定了他們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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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律法對世人真正的意義（羅 3：20）：律法有兩個主要的功用，一是通過律法

所定下的標準，揭示人沒有辦法靠己力完全遵行律法（羅 3：20；加 2：16；

3：10至 12）。二，律法主要的功用，本是叫人知罪。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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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闡釋救恩道（羅 3：21至 5：21）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何謂神的義呢（羅 3：21至 31）？	

2. 為甚麼保羅要引述舊約聖經人物稱義的事例呢（羅 4：1至 25）？	

3. 基督徒是怎樣稱義呢（羅 5：1至 11）？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Ø 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7）	

Ø 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Ø 猶太人的罪（羅 2：1至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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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世人被定罪（羅 3：9至 20）	

Ø 闡釋救恩道（羅 3：21至 5：21）	

1) 神義的顯明（羅 3：21至 31）：究竟神的義在何處可看見呢？保羅向讀者交待，

神的義在律法以外已顯明出來，罪人可靠救恩而被稱為義人，表明神的作為是正

直的。	

a) 在律法以外顯明出來（羅 3：21 至 23）：在此有四組非常特別的字眼：「神

的義」（羅 3：21，22，25）；「祂的義」（羅 3：26）；「稱義」（羅 3：

24，28）；「成義」（羅 3：26，30）。	

i) 有律法和先知書同證（3：21）：律法書及先知書是顯明「神是義者」的

好證據，在此探討一下與這節經文有關的詞彙：	

(1) 「神的義」（原文編號 1343）：	

(a) 公正或正直的性情或本質。	

(b) 神的屬性之一，參考羅 3：5，是指神的信實。	

(c) 神的作為是對的、正確的。神恨惡罪惡，罪人被定死罪，但祂愛世

人，不願罪人永遠沉淪，於是定規基督被差遣到世上，為世人受苦，

成就救恩，這是顯明「神是義者」的美好證據。	

(2) 「顯明」（原文編號 5319）：含有三方面的主要意思：	

(a) 顯現的意思（約 2：11；21：1）。	

(b) 顯明或讓人知道（約 7：4；17：6；羅 1：19；林後 2：14）。	

(c) 公之於世的意思（林前 4：5；西 4：4）。	

(3) 「同證」：英王欽定本譯作「證實」 “being	witnessed”	，新國際譯本

譯作「作證」	“testify”	，當中有「同作見證」的意思。意即有律法書及

先知書一同見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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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藉基督顯明出來（羅 3：22至 23）：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切相信的⼈、並沒有分別．」（羅 3：

22）	

「因為世⼈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	

(1) 世人虧缺了神的榮耀（羅 3：23）：究竟甚麼是神的榮耀呢？	

(a) 神的榮耀：	

(i) 神的作為是榮耀的，特別是藉基督彰顯出來的作為（約 17：4，

1：14；2：11；來 1：3）。	

(ii) 神自己的本質是榮耀的；換句話說，神自己是榮耀的。	

(iii) 神引導信徒進入將來的美麗境界，這境界是榮耀的（羅 8：

18，21；腓 3：21）。	

(b) 人的虧欠：	

(i)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是我為自⼰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作

成，是我所造作的。」（賽 43：7）	

(ii) 神造人的目的，本是叫世人來榮耀祂；可是，人不單沒有榮耀祂，

並且因犯罪而虧缺了神的榮耀。

lxvii	

(2) 藉信主耶穌被神稱義（羅 3：22上）：新國際譯本的翻譯是「藉著在耶

穌基督的信得著從神⽽來的義」 “this	righteousness	from	God	comes	

through	faith	in	Jesus	Christ”	。基督徒被神稱義，是基於信靠耶穌基督。	

(3) 相信者就可被神稱義（羅 3：22）：猶太人與外邦人都是靠信主而被稱

義，稱義的方法是沒有分別的。	

b) 人可以被稱義的法則（羅 3：24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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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羅 3：24）	

「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藉著⼈的信、要顯明神的義．因為

他用忍耐的⼼、寬容⼈先時所犯的罪．」（羅 3：25）	

「好在今時顯明他的義、使⼈知道他自⼰為義、也稱信耶穌的⼈為義。」（羅

3：26）	

「既是這樣、那裏能誇⼝呢．沒有可誇的了。用何法沒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

麼．不是、乃用信主之法。」（羅 3：27）	

「所以〔有古卷作因為〕我們看定了、⼈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律法。」

（羅 3：28）	

「難道神只作猶太⼈的神麼．不也是作外邦⼈的神麼．是的、也作外邦⼈的

神。」（羅 3：29）	

「神既是⼀位、他就要因信稱那受割禮的為義、也要因信稱那未受割禮的為

義。」（羅 3：30）	

「這樣、我們因信廢了律法麼．斷乎不是、更是堅固律法。」（羅 3：31）	

i) 藉著父神（羅 3：24至 25，29）：父神滿有恩典（羅 3：24），祂用忍耐

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並且設立主耶穌為挽回祭，使罪人可因信稱

義，這顯明祂是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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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藉著基督（羅 3：24至 26）：在這幾節經文裡論及人可稱義的原因或主要

的因素，分別是「救贖」，「挽回祭」及「耶穌的⾎」。	

(1) 「救贖」（原文編號 629）；在聖經裡「救贖」有四種主要的用法：	

(a) 「釋放」（來 11：35），含有脫離酷刑的意思。	

(b) 主耶穌再來時神的子民身體得贖（路 21：28）。	

(c) 乃是贖罪、脫離罪惡的結果（羅 3：24）。	

(d) 指主耶穌基督再來時，信徒身體得贖（羅 8：23；弗 1：14；4：

30）。	

(2) 「挽回祭」（原文編號 2435）：	

(a) 這是一個形容詞，在新約出現了兩次（羅 3：25；來 9：5），在希

伯來書 9：5 譯作「施恩座」，原文是指約櫃的蓋，這蓋由純金製成。

在舊約聖經裡，大祭司一年一次帶著祭牲的血，把血灑在施恩座上

（來 9：出 25：17，22；29：42；30：36；利 16：2，14，15），

並且神應許在施恩座與人會面。	

(b) 保羅在此指出主耶穌才是真正的施恩座，並且可以坦然無懼的來到

施恩座前，得到憐恤及隨時的幫助（來 4：15至 16）。	

	

Figure	1施恩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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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耶穌的⾎」（羅 3：25）：希伯來書的作者說：「赦免了」。在舊約

時代，神要求祂的子民獻上祭牲，其中有一主要用途，是作為贖罪之用，

表明人有罪，需要尋求神的赦免，但祭牲沒有永遠除罪的功效，唯有基

督成為祭牲，才有永遠替人除罪的能力（參考來 9：11至 28）。	

iii) 最後結論（羅 3：27至 31）：	

(1) 世人無法誇口（羅 3：27上）：基於人不是靠行為稱義，乃是單靠信主

才稱義，那麼世人就無法靠自己誇口了！	

(2) 因信才可稱義（羅 3：27 下至 28）：英王欽定本，在此可譯作「是以

⾏為得救的定律嗎？不是！乃是藉信的定律。」人得稱為義，不是靠行

為，只在乎信（3：28）。	

(3) 彰顯出神的義（羅 3：29 至 30）：藉因信稱義之法，表明神是猶太人

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羅 3：29），保羅以實際的例子說明，神稱那

些因信基督，但卻受了割禮的人為義，同樣也稱那些沒有受割禮，但真

心信主的人為義（羅 3：30），表明神是絕對公正的。	

(4) 沒有廢掉律法（羅 3：31）：保羅在此鄭重聲明，因信稱義之道沒有廢

掉神的律法，因為律法不是教導人靠行為得救的，反之律法的精義是因

信稱義；再者，舊約所有的聖徒也是因信稱義的（羅 4），並且早在舊

約裡已預告神為人預備了基督的救恩，說明在舊約已有因信稱義之法了！	

2) 稱義的例證（羅 4：1 至 25）：保羅為要加強他的論據是合乎舊約的律法，便以

舊約的聖徒作為見證人，表明神一直以因信稱義之法叫人得救。	

a) 亞伯拉罕被稱為義（羅 4：1至 5）：	

「如此說來、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憑著⾁體得了甚麼呢。」（羅 4：1）	

「倘若亞伯拉罕是因⾏為稱義、就有可誇的．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羅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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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說甚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羅 4：3）	

「作⼯的得⼯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羅 4：4）	

「唯有不作⼯的、只信稱罪⼈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羅 4：5）	

i) 啟發性問題（羅 4：1）：保羅讓讀者思想，究竟亞伯拉罕在肉體方面有甚

麼得著呢？	

ii) 保羅的假設（羅 4：2）：保羅的假設是，即使亞伯拉罕真的是靠行為稱義，

在神面前也是沒有可誇之處的！	

iii) 稱義的根據（羅 4：3）：	

(1) 舊約聖經證明亞伯拉罕是因信稱義的（創 15：6）。	

(2) 「算」（原文編號 3049）：原文有歸在賬上；意即這義不是屬於我們

的。

lxviii
這字在羅馬書出現了十九次。	

iv) 行為稱義與因信稱義（羅 4：4 至 5）：保羅以作工得工價是合理的推論，

藉此要表明因信稱義之道是出自神的恩典。	

b) 大衛被稱為義（羅 4：6 至 8）：這是大衛個人蒙恩的見證。保羅引述大衛在

詩篇 32：1至 2的見證，表示一個不靠行為，卻蒙神稱義的人是有福的。	

c) 亞伯拉罕的後嗣（羅 4：9至 25）：	

i) 使徒保羅的問題（羅 4：9 至 10）：「如此看來、這福是單加給那受割禮

的⼈麼．不也是加給那未受割禮的⼈麼．因我們所說、亞伯拉罕的信、就

算為他的義。」（羅 4：9）「是怎麼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禮的時候呢．是

在他未受割禮的時候呢．不是在受割禮的時候、乃是在未受割禮的時候。」

（羅 4：10）保羅一口氣問了好幾個問題，但這些其實不是問題，乃是通

過問題帶出他個人的見解及答案。這種寫作形式稱之為「設問」（修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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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句）	 “rhetorical	question”	，意即發問者早有定見，但卻故意發問，藉

此啟發讀者。	

ii) 亞伯拉罕的稱義（羅 4：10）：究竟亞伯拉罕在何時被神稱為義呢？根據

新舊約的亮光，信心之父是在受割禮前被神稱為義的（創15：5至6；17：

9至 10；羅 4：10）。	

iii) 割禮與稱義無關（羅 4：11）：「並且他受了割禮的記號、作他未受割禮

的時候因信稱義的印證、叫他作⼀切未受割禮⽽信之⼈的⽗、使他們也算

為義．」（羅 4：11）	“He	received	the	sign	of	circumcision	as	a	seal	of	

the	righteousness	that	he	had	by	faith	while	he	was	still	uncircumcised.	

The	purpose	was	to	make	him	the	father	of	all	who	believe	without	being	

circumcised,	so	that	righteousness	would	be	counted	to	them	as	well,”	

(ESV)lxix	神在亞伯拉罕未受割禮前稱他為義，是要表明割禮與稱義無關，割

禮是絕對與得救無關的。	

iv) 未受割禮者之父（羅 4：11至 12）：「又作受割禮之⼈的⽗、就是那些不

但受割禮、並且按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未受割禮⽽信之蹤跡去⾏的⼈。」

（羅 4：12）凡以信為本的，就可被稱為亞伯拉罕的後嗣。	

v) 至高真神的應許（羅 4：13至 16）：	

「因為神應許亞伯拉罕和他後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

⽽得的義。」（羅 4：13）	

「若是屬乎律法的⼈、纔得為後嗣、信就歸於虛空、應許也就廢棄了。」

（羅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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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律法是惹動忿怒的．〔或作叫⼈受刑的〕那裏沒有律法、那裏就沒

有過犯。」（羅 4：15）	

「所以⼈得為後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屬乎恩．叫應許定然歸給⼀切後裔．

不但歸給那屬乎律法的、也歸給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羅 4：16）	

(1) 蒙應許的群體（羅 4：13上；參考 4：11至 12）：	

(a) 亞伯拉罕的名，是「多⼈之⽗」的意思，原名為「亞伯蘭」，意即

「崇⾼之⽗」（創 11：26）。	

(b) 猶太人及凡以信為本的人，都可稱為亞伯拉罕的子孫，成為他屬靈

的後嗣。	

(2) 蒙應許的條件（羅 4：13 下；4：16）：得著神的應許，要素是以信為

本，凡以信心接受耶穌基督救恩者，便可得著神的應許。	

(3) 蒙應許的內容：這應許的內容，包括了承受世界（羅 4：13；創 12：1

至 3；13：14 至 17；7，18 至 21；17：4 至 8）。在此應是指承受地

土。根據十四及十六節的經文，這處是指可成為後嗣。	

vi) 亞伯拉罕的信心（羅 4：17至 22）：	

「亞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作我們

世⼈的⽗．如經上所記、『我已經立你作多國的⽗。』（羅 4：17）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作多國的⽗、正如先前所

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羅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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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近百歲的時候、雖然想到自⼰的身體如同已死、撒拉的⽣育已經斷

絕、他的信⼼還是不軟弱．」（羅 4：19）	

「並且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裏起疑惑．反倒因信、⼼裏得堅

固、將榮耀歸給神。」（羅 4：20）	

「且滿⼼相信、神所應許的必能作成．」（羅 4：21）	

「所以這就算為他的義。」（羅 4：22）在這段聖經內，我們不難發現保羅

在描繪列祖亞伯拉罕信心的內涵。	

(1) 信靠神（羅 4：17）：亞伯拉罕信靠這位神是「那叫死⼈復活」的，他相信

主是賜生命的神，信心之父相信神是「使無變為有的」，亞伯拉罕相信祂是

創造萬物的主宰。在此看見亞伯拉罕擁有清晰信心的對象。	

(2) 有指望的信（羅 4：18）：英王欽定本譯作	“believed	in	hope”	，說明亞伯

拉罕的信是有盼望的信。	

(3) 超越理性的信（羅 4：19）：神應許賜給亞伯拉罕兒子，他當時已近百歲

（創 17 章），接常理說，生下兒子的機會是近乎沒有可能的，但他仍接受

神的話，看見他的信心是超越理性的。	

(4) 仰望神應許的信（羅 4：20）：信心好像沒有理性可言，但其實信心是有依

據的，信心是建基在神的應許上的。	

(5) 堅固的信心（羅 4：20）：英王欽定本譯作	“strong	in	faith”	。擁有堅固的

信心，才可將榮耀歸給神。	

(6) 不疑惑的信（羅 4：20）：怎樣才是一個有真正有信心的聖徒呢？亞伯拉罕

不疑惑神的應許，完完全全接受神話語的定規，因為他絕對不會對神的話產

生疑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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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神的信實為中心的信（羅 4：21 下）：亞伯拉罕完全接受神是信實的，

他的信心是建造在「神是信實」的真理上。	

(8) 信心的果效：由於亞伯拉罕信神，接受神至高的旨意，以致他可成為多國

之父（4：17），與此同時也被神算為義（羅 4：22）。	

vii) 信徒照樣被稱義（羅 4：23 至 25）：「算為他義的這句話、不是單為他寫

的、」（羅 4：23）「也是為我們將來得算為義之⼈寫的．就是我們這信神使

我們的主耶穌從死裏復活的⼈。」（羅 4：24）「耶穌被交給⼈、是為我們的

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或作耶穌是為我們的過犯交付了是為我們稱

義復活了〕」（羅 4：25）新舊兩約是一致的，聖徒都是以信為本，並且根據

新約的亮光，當人接受主耶穌基督為世人受苦，被釘十架，三日後從死裡復活，

罪人就可被拯救，被神算為義。	

3) 信徒稱義的經歷（羅 5：1至 1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羅 5：1）	

「我們又藉著他、因信得進⼊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羅 5：2）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忍耐．」（羅 5：3）	

「忍耐⽣老練．老練⽣盼望．」（羅 5：4）	

「盼望不⾄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裏。」（羅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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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死。」（羅 5：6）	

「為義⼈死、是少有的、為仁⼈死、或者有敢作的。」（羅 5：7）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羅 5：

8）	

「現在我們既靠著他的⾎稱義、就更要藉著他免去神的忿怒。」（羅 5：9）	

「因為我們作仇敵的時候、且藉著神兒⼦的死、得與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

的⽣得救了。」（羅 5：10）	

「不但如此、我們既藉著我主耶穌基督、得與神和好、也就藉著他、以神為樂。」

（羅 5：11）因信稱義的真理，不是純綷一些虛無飄渺的道理，乃是基督徒可體驗及

經歷的真理，一個重生得救的信徒，必然會體驗到當中主觀的經歷。保羅解釋這真理

時，闡釋到三而一的真神，聖父、聖子、聖靈一同參與稱罪人為義的這件工作。	

a) 三一神的工作：	

i) 父神：	

(1) 賜下獨生子（羅 4：25）：在稱罪人為義的過程中，父神樂意將祂的獨生子

賜下。若不是主耶穌被交給人的話，若不是祂為罪人掛在殘酷的十架上，為

罪人贖罪，人是斷不能稱義的。	

(2) 使基督復活（羅 4：24）：父神以大能叫主耶穌從死裡復活，叫相信者有永

遠的生命，這是人被稱為義的必然要素。	

(3) 賜下聖靈（羅 5：5；約 14：16，26；15：26）：聖靈是真理的靈，使人

明白真理，叫人接受因信稱義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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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基督：	

(1) 為世人的過犯被交給人（羅 4：25）：主耶穌是因為世人的過犯，才要受苦

受害；為要成就這因信稱義的救恩。	

(2) 復活叫信徒稱義（羅 4：25）：主耶穌的復活帶給人類真正的盼望，因為祂

不是死了的主，乃是復活的主。祂的復活才能帶給罪人出路，使信而接受者

可被神算為義。	

(3) 使神與人相和（羅 5：1，11，12）：由於世人都犯了罪，神和人都處於對

立的狀態，現今因主救贖的功勞，使神與人和好。	

(4) 得進入現今所站的恩中（羅 5：2）：主耶穌使基督徒可享用神的恩典。	

(5) 為罪人死（羅 5：6）：若人要被算為義，在神的計劃中，耶穌基督必定要

犧牲。	

(6) 顯明神愛世人（羅 5：8）：在甚麼事情上我們知道神是愛我們呢？基督為

世人死，就完全表彰神是愛世人了！	

(7) 靠祂的血稱義（羅 5：9）：基督的寶血是赦罪的要素，若不是主流血捨身，

救恩就不能成就了。	

(8) 免去神的忿怒（羅 5：9）：人犯罪是惹神發怒的，但基督的代贖，平息了

神的忿怒。	

(9) 藉祂的生命使人得救（羅 5：10）：英王欽定本譯作：	 “we	shall	be	saved	

by	His	life”	。耶穌基督的死，帶給罪人無限的歡欣，並且祂的死叫信徒得著

永生。	

(10) 藉祂信徒能以神為樂（羅 5：11）：基於信徒接受耶穌基督寶貴的救恩，

聖徒可以神成為他們歡樂的源頭。	

iii) 聖靈（羅 5：5）：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內心，使我們明白神的愛是何等

長闊高深。	

b) 信徒成長的經歷：基督徒不單在稱義的事上有所經歷，並且還在成長的過程中，

經歷到信仰的寶貴及真確。

lxx	

i) 與神和好的經歷（羅 5：1）：當人犯罪，與神交惡後，人便失去平安、喜樂，

但當人決志歸回神時，人便立時經歷到與神和好甘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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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信徒蒙恩的經歷（羅 5：2）：在基督徒成長過程中，一定會經歷到神的恩典，

藉著主耶穌，蒙恩的人可進到神的恩中，並可享用祂一切的豐盛。	

iii) 信徒快樂的經歷（羅 5：2）：基督徒之所以快樂，是因為現今可歡歡喜喜盼望

神的榮耀，罪人因犯罪而失去與神同在的榮耀，與此同時，也虧缺了神的榮耀，

意即人不能活出或彰顯神的榮耀來；但現今快樂的事情是，人不單可復得失落

了的榮耀，並且盼望可永永遠遠進到神不變榮耀的國度裡。	

iv) 在患難中的經歷（羅 5：3至 5）：在聖徒成長的過程中，面對苦難是難免的，

但寶貴的是，信徒在逆境中仍能成長。	

(1) 在患難中的心境：真正擁有永恆生命的基督徒，面對患難是有不同體會的，

在他們心靈中，仍是滿有快樂的（羅 5：3）。	

(2) 在患難中的得著（羅 5：3 至 4）：在患難中信徒不單歡喜快樂，並且可在

苦難中長進，有所得著。	

(a) 患難生忍耐：在惡劣的環境中，屬神的兒女被熬煉，可生發忍耐。	

(b) 忍耐生老練：甚麼是老練呢？英王欽定本把它譯作「 經 歷 」 

“experience”	，新國際譯本則譯作「品格」	“character”	。原文（原文編

號 1382）含有真確的證明	 “proof	of	genuineness”	（參考林後 2：9）。

在此給了我們不少的亮光及啟迪，在苦難中，信徒可生出忍耐來，在忍

耐苦難的過程裡，證實信徒擁有無偽之信。	

(c) 老練生盼望：經歷到神的真確，人才會有盼望；有美好品格的聖徒才會

有盼望；再者，擁有真確信心者才會有盼望。	

(d) 盼望不至於羞恥：新國際譯本譯作“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讓我們知道一個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由於基督徒內心充滿盼望，這盼

望是不叫我們失望的，印證我們以上所有的經歷都是真確的。	

(3) 能渡過患難的原因（羅 5：5）：神的愛就是動力，神的愛是支持基督徒渡

過及勝過苦難最主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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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定罪與稱義的對比（羅 5：12至 21）：	

「這就如罪是從⼀⼈⼊了世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因為眾⼈都犯

了罪。」（羅 5：12）	

「沒有律法之先、罪已經在世上．但沒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羅 5：13）	

「然⽽從亞當到摩西、死就作了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

亞當乃是那以後要來之⼈的豫像。」（羅 5：14）	

「只是過犯不如恩賜．若因⼀⼈的過犯、眾⼈都死了、何況神的恩典、與那因耶穌基

督⼀⼈恩典中的賞賜、豈不更加倍的臨到眾⼈麼。」（羅 5：15）	

「因⼀⼈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賜．原來審判是由⼀⼈⽽定罪、恩賜乃是由許多過犯

⽽稱義。」（羅 5：16）	

「若因⼀⼈的過犯、死就因這⼀⼈作了王、何況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賜之義的、豈不更

要因耶穌基督⼀⼈在⽣命中作王麼。」（羅 5：17）	

「如此說來、因⼀次的過犯、眾⼈都被定罪、照樣、因⼀次的義⾏、眾⼈也就被稱義

得⽣命了。」（羅 5：18）	

「因⼀⼈的悖逆、眾⼈成為罪⼈、照樣、因⼀⼈的順從、眾⼈也成為義了。」（羅 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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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多．只是罪在那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羅 5：

20）	

「就如罪作王叫⼈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永⽣。」

（羅 5：21）	

a) 在亞當裡被定罪（羅 5：12至 14上）：	

i) 罪與死（羅 5：12）：	

(1) 罪藉亞當進入世界：由於始祖亞當犯罪，全人類都伏在權勢下，世人與生

俱來犯罪的傾向，令各人也要為自己所犯的罪負責。	

(2) 死是犯罪的結果：人犯罪的結果，即時是屬靈的死亡。人類立刻與神斷絕

相交，這是靈性的死亡，並且由於犯罪帶來的惡果，沒有人可逃避肉身的死

亡。	

(3) 死亡臨及眾人：死亡臨及世人，這是一個事實，是人犯罪後必然的結果。	

(4) 眾人要承擔犯罪的惡果：死亡是人類犯罪後所要面對及承擔的惡果。	

ii) 罪與律法（羅 5：13）：	

(1) 律法的功用（羅參考 3：20）：律法有兩方面主要的功用：一，是叫人知罪；

二，是要顯出人的不是。	

(2) 罪的定義：罪可有兩方面的含意：未達到律法的要求為之罪；違背律法為

之罪。	

iii) 罪的權勢（羅 5：14）	

(1) 叫沒有律法的人死：「從亞當到摩西」：亞當所身處的，是沒有律法的世

代，在此表明鐵一般的事實，就是犯罪的惡果，叫在沒有律法時代裡的人死

亡。在摩西的時代，以色列人才得到神的律法。在這世代裡，沒有人能逃避

死亡。自亞當到摩西的世代，人都伏在罪的權勢下。	

(2) 叫擁有律法的人死：換句話說，所有世上的人都伏在死的權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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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罪人都伏在死權下：「連那些不與亞當犯⼀樣罪過的、也在他的權下．」

（羅 5：14），世人所犯的罪與亞當不同，但他們的命運與始祖卻是一樣的。	

b) 在基督裡被稱義（羅 5：14下至 21）：	

i) 亞當與基督的對比：	

(1) 亞當是基督的預表：	

(a) 「預像」：原文編號是 5179，原文出現了十五次（約 20：25；徒 7：7：

44；23：25；羅 5：14；6：17；林前 10：6；腓 3：17；帖 1：7；帖

後 3：9；提前 4：12；多 2：7；來 8：5）。	

(b) 英王欽定本譯作	“figure”	，現今神學常用名詞是	“type”	。	

(c) 這字含有「像」或「模型」的意思。	

(d) 聖經使用這詞彙，原意有「喻⾔」或「將來實現的模樣或樣式」。	

(e) 在新約聖經內，也有論及預表的實體	 “antitype”	（來 9：24；彼前 3：

21）。	

(f) 有學者把亞當與基督類同或相似的地方分為七方面：	

(i) 亞當預表基督為完全人（來 4：15下）。	

(ii) 亞當是全人類的代表，基督則是教會的元首（羅 5：12；弗 5：23；

西 1：18）。	

(iii) 亞當有管治全地的權柄（創 1：28），基督則擁有天上地下所有

的權柄（太 28：18至 20）。	

(iv) 亞當是以神的形像造的（創 1：26），耶穌基督則是神的真像

（來 1：3）。	

(v) 從亞當的肉身生出夏娃（創 2：21 至 23），主耶穌基督乃是教會的

源頭（弗 5：30至 32）。	

(vi) 亞當為神的兒子（路 3：38），基督則是神的兒子（太 3：17）。	

(vii) 亞當與夏娃二人成為一體（創 2：23 至 24），教會與基督也合

而為一（弗 5：30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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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亞當不及基督：雖然有些地方，亞當與基督非常類同，但他們也有非常不

同的地方，基督是遠超乎源於地的亞當的。	

(a) 亞當不是完全人（參路 1：35）。他曾犯罪得罪神。	

(b) 亞當不是屬靈人（林前 15：46）。他只不過是世上第一個有血有肉的

人。	

(c) 亞當不是生命之源（羅 5：14，19）。他雖是世上所有人類的先祖，但

他不是生命的創始者。	

(d) 亞當不是恩典之源（羅 5：15）。亞當是第一個犯罪的人，人類的罪性

從他而來，神就是恩典的源頭。	

(e) 亞當不能叫人得生命（羅 5：16，19）。他不能使人有生命，因為他只

是受造之物。	

(f) 亞當不是屬天的（林前 15：47）。亞當是神在創造宇宙萬物時偉大的

傑作，但他不是源自天上的。	

(g) 亞當只是有靈的活人（創 2：7）。基督才是叫人活的靈（林前 15：

45）。	

(3) 過犯與恩典的對比：保羅以過犯與恩典作一個對比，提及兩者所帶來的後

果：	

(a) 過犯所帶來的後果：過犯所帶來的後遺症，主要有死亡（羅 5：15）及

被定罪（羅 5：16，18）。	

(b) 恩典所帶來的後果：神的恩典對比過犯，就即時顯出神「恩及世人」了！

由於主耶穌的獻上，神的恩典加倍臨到眾人（羅 5：15），罪人可被稱

義（羅 5：16，18），並且蒙恩的人可得著永生（羅 5：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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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74 

第七課：新人與舊人（羅 6至 7章）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小心解釋	」“Expound”	何謂「舊⼈」（羅 6：6）？如此推論，那麼新人是甚麼

呢？	

2. 為甚麼保羅要提及浸禮與「舊⼈」呢（羅 6：6）？	

3. 肉體有何表徵呢（羅 7：15至 25）？	

2)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Ø 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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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Ø 猶太人的罪（羅 2：1至 3：8）	

Ø 世人被定罪（羅 3：9至 20）	

Ø 闡釋救恩道（羅 3：21至 5：21）	

Ø 新人與舊人（羅 6至 7章）	

使徒保羅以新人及舊人的比方來說明基督徒信主後，屬靈生命應有的改變，並且表明

信主的人仍會受到舊有犯罪性情的影響。	

1) 新人的表徵（羅 6章）：	

a) 對罪的態度（羅 6：1至 2）：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麼。」（羅 6：1）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羅 6：2）	

犯罪並不能多顯出主的恩典。可能有信徒誤解福音的真理，以為在神拯救罪人的

過程裡，不斷犯罪豈不叫神的恩典愈發顯多嗎？保羅直接了當否定這種錯誤的講

法，因為這樣把神陷於不義中，好像是說人犯罪使神得著稱讚和榮耀。	

人斷不能繼續犯罪，因為信徒已成新人，那麼應與罪再沒有關係了（羅 6：2）。	

b) 藉受浸表明（羅 6：3至 11）：	

i) 歸入主的死（羅 6：3）：	

「豈不知我們這受浸歸⼊基督耶穌的⼈、是受浸歸⼊他的死麼。」（羅 6：3）	

(1) 中文和合本譯作「受洗」，但其實翻作「受浸」才最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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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浸」（原文編號 907）：原文有浸入的意思（太 3：16；約 3：23；徒

8：36，39）。	

(3) 藉著受浸，信徒歸入耶穌基督的名下，表明這人是屬於主的。	

(4) 藉著浸禮，基督徒歸入主的死，表明他是與主同釘十字架（加 2：20；14），

並且藉浸禮說明十字架的道理，乃是先死而復生的（約 10：至 18；12：23

至 24）。還有一重要的真理是，通過受浸，見證信徒是與主同站在死的地

位上。	

ii) 與主同埋葬（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浸禮歸⼊死、和他⼀同埋葬．原是叫我們⼀舉⼀動有新⽣的樣

式、像基督藉著⽗的榮耀、從死裏復活⼀樣。」（羅 6：4）	

(1) 中文的「新⽣的樣式」：英王欽定本是	“walk	in	newness	of	life”	。	

(2) 「新」：原文作「更新」（原文編號 2538），意即不是昔日的經歷，乃指

在本質是新的。說明基督徒的新生，是全新的經歷。	

(3) 「⽣」（原文編號 2222）：原本文字是生命的意思。根據上文下理，「從

死裡復活」，這裡新生的樣式應是指復活生命的樣式。	

iii) 與主同復活（羅 6：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羅

6：5）	

在此表明人若與主同死，必與主一同復活，享有祂屬天的生命。	

iv) 與主同結連（羅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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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教會的元首，是教會的頭，信徒是耶穌基督的身子，兩者是彼此結連的，

藉浸禮帶出信徒與主的關係。有關的真理可參考以弗所書 1：23；5：32。	

v) 不再作奴僕（羅 6：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和他同釘⼗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

僕．」（羅 6：6）	

「罪身」：有學者解釋為歡喜犯罪的身體。保羅在此要讓基督徒明白，通過浸

禮，說明基督徒與主同釘十字架的真理，顯明肉身不再伏在不斷犯罪的權勢下。

換句話說，肉身不再作犯罪的工具及奴隸了。	

vi) 向罪為死人（羅 6：9至 11）：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裏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羅 6：9）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次．他活是向神活著。」（羅 6：10）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裏、卻當看自⼰是活

的。」（羅 6：11）	

死人有沒有反應呢？答案很簡單，死人斷沒有絲毫反應的；那麼，基督徒對罪

應視自己為死人，信了主後應表明自己與罪完全沒有瓜葛。	

vii) 向神為活人（羅 6：8，11）：	

「因為已死的⼈、是脫離了罪。」（羅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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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羅 6：8）	

聖徒對罪應視自己為死人，但要確立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乃視自己為活人。

這表明屬神的兒女盼望與罪一刀兩斷，在神面前卻為主而活。浸禮確實在屬靈

方面有許多重大的意義。	

c) 應有的回應（羅 6：12至 14）：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的私慾．」（羅 6：12）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裏復活的⼈、將自⼰獻給

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羅 6：13）	

「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羅 6：14）	

「這卻怎麼樣呢．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斷乎不可。」

（羅 6：15）	

i) 消極的回應：	

基督徒應有三方面消極的回應：不要讓罪作王（羅 6：12 上），不要順從私慾

（羅 6：12下）並且不要將肢體獻給罪（羅 6：13上）。	

(1) 不要讓罪作王：	

意即不讓罪作你的主宰，若罪在一個人的生命作王時，這人不可不犯罪，他

沒有權利不犯罪，因為罪惡是統管這人的王，他必須聽從罪惡的指示。	

(2) 不要順從私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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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中，各人都有隱而未現的私慾，保羅提醒信徒，若基

督徒是一個新造的人，新人便斷不可繼續順從私慾而犯罪。	

(3) 不要將肢體獻給罪：	

人通常是以身體的器官犯罪的，當人惱怒時，會瞪著得罪你的人，當忍受不

了時，手腳可能動粗，傷害他人的身體。基督徒擁有主所賜的新生命，絕不

應把肢體賜給罪惡，犯罪羞辱主的名。	

ii) 積極的回應：	

不要讓罪在信徒身上再有權勢，以致犯罪得罪神。這是消極的逃避，但正面的

回應，是要把自己奉獻給神。	

iii) 回應的原因：	

為何保羅列舉以上的原因呢？基本上有以下三點（羅 6：14）：	

(1) 罪不能作信徒的主。因為基督徒是屬神的兒女，至高之主才是我們的主，

聖徒不應讓罪惡在我們身上有任何的權勢。	

(2) 信徒不再在律法之下。舊有的生命不斷觸犯律法，現今基督徒既活在神恩

典之中，那麼更不應繼續犯罪。	

(3) 信徒已在恩典之下。	

iv) 真理的教導：	

(1) 可仍舊犯罪嗎（羅 6：15）？	

在六章十五節裡有兩條問題，是保羅向讀者發出質詢的。	

(a) 兩條問題：	

(i) 「這樣，怎麼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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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兩本英文譯本譯作	“what	then?”	(NIV,	KJV)	

(ii) 「我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麼？」 

保羅反問信徒一件事，是否在恩典中而不在律法下，就可仍舊犯罪呢？	

(b) 他的回答：	

(i) 保羅斬釘截鐵的回答：「斷乎不可」。	

(ii) 原因非常簡單，信徒不可曲解真理，並且不可濫用神的恩典。	

(2) 作誰的奴僕呢（羅 6：16至 22）？	

「豈不曉得你們獻上自⼰作奴僕、順從誰、就作誰的奴僕麼．或作罪的奴僕、

以⾄於死．或作順命的奴僕、以⾄成義。」（羅 6：16）	

「感謝神、因為你們從前雖然作罪的奴僕、現今卻從⼼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

道理的模範。」（羅 6：17）	

「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就作了義的奴僕。」（羅 6：18）	

「我因你們⾁體的軟弱、就照⼈的常話對你們說、你們從前怎樣將肢體獻給

不潔不法作奴僕、以⾄於不法．現今也要照樣將肢體獻給義作奴僕、以⾄於

成聖．」（羅 6：19）	

「因為你們作罪之奴僕的時候、就不被義約束了。」（羅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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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現今所看為羞恥的事、當日有甚麼果⼦呢．那些事的結局就是死。」

（羅 6：21）	

「但現今你們既從罪裏得了釋放、作了神的奴僕、就有成聖的果⼦、那結局

就是永⽣。」（羅 6：22）	

「因為罪的⼯價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乃是永

⽣。」（羅 6：23）	

(a) 問題（羅 6：16）：	

保羅以問題引入真理，講解基督徒應作誰的奴僕。	

(b) 罪的奴僕：	

(i) 以至於永死：	

作罪的奴僕的結果是死（羅 6：16），究竟這是指肉體的死亡或是靈

性的死亡呢？根據上文下理（羅 6：21，23），保羅以永生與死亡作

對比，這處的死應是指屬靈的死亡。	

(ii) 成不法之人：	

保羅所提及的「不法」（原文編號 458），意即觸犯律法之人。但為

何人成為不法之人呢？因為「將肢體獻給不潔不法作奴僕」，「不潔」

（原文編號 167），在原文是指道德方面的不潔。	

(iii) 不被義約束（羅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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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成為罪的奴僕時，義就不能約束他們了！舊有的生命不被正直、

正確的事情約束著，他們知道何為美善、正直，但卻不行正義的事，

反而不斷的犯罪。	

(c) 義的奴僕：	

(i) 成義僕的原因：	

為何人可成為義僕呢？原因是「現今卻從⼼裏順服了所傳給你們道理

的模範。」（羅 6：17）	

1. 「⼼裡」（原文編號 2588）：含有思想（太 12：34；約 13：2；

羅 2：15）、理解（路 3：15；9：47）、意志（徒 11：23；13：

22）、情感或情慾（太 6：21；18：35）、良知或良心（約壹 3：

20至 21）等意思。	

2. 「順服」（原文編號 5219）：希臘文有聽從的意思。	

3. 「道理」（原文編號 1322）：含有教訓或教導的意思。	

4. 「模範」（原文編號 5179）：含有被擊打後所留下的痕跡，被

擊打或模造的像，模範或榜樣的意思。簡單來說，由於信徒聽從

了真理的教導（福音的真理），以致他們得稱為義。	

(ii) 成義僕的結果：	

1. 成義（羅 6：16）：成為義僕的後果，就是得稱為義了。	

2. 從罪裡得釋放（羅 6：18）：意即不再被罪惡捆綁，並且有力量

勝過罪惡的勢力。	

3. 成聖（羅 6：19）：信徒可成為聖徒，被神看為聖潔的人（參羅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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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道犯罪是羞恥（羅 6：21）：基督徒不喜歡犯罪，因為知道犯

罪所帶來的痛苦及羞辱。未信主的朋友，犯罪時不覺羞恥，這是

舊人普遍的寫照。	

5. 得永生（羅 6：22至 23）：凡相信基督福音者可得稱為義，並得

著神所應許的永生。	

2) 舊人的表徵（羅 7章）：	

保羅在第六章仔細講解新人應有的表徵後，在此他便講解有關基督徒舊有生命的本質。

首先他交待有關舊人與律法之間的關係。	

a) 舊人與律法（羅 7：1至 13）：	

「弟兄們、我現在對明白律法的⼈說、你們豈不曉得律法管⼈是在活著的時候麼。」

（羅 7：1）	

「就如⼥⼈有了丈夫、丈夫還活著、就被律法約束．丈夫若死了、就脫離了丈夫的

律法。」（羅 7：2）	

「所以丈夫活著、他若歸於別⼈、便叫淫婦．丈夫若死了、他就脫離了丈夫的律法、

雖然歸於別⼈、也不是淫婦。」（羅 7：3）	

「我的弟兄們、這樣說來、你們藉著基督的身體、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們歸於

別⼈、就是歸於那從死裏復活的、叫我們結果⼦給神。」（羅 7：4）	

「因為我們屬⾁體的時候、那因律法⽽⽣的惡慾、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

死亡的果⼦．」（羅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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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既然在捆我們的律法上死了、現今就脫離了律法．叫我們服事主、要按著

⼼靈的新樣、不按著儀⽂的舊樣。〔⼼靈或作聖靈〕」（羅 7：6）	

i) 受律法管轄（羅 7：1至 6）：	

保羅表明舊有的生命是被約束的，但當歸信了主耶穌後，事情便有很大的變遷，

他以婚約來講解有關的真理。	

(1) 以婚約為比喻（羅 7：1至 3）：	

(a) 律法的有效期（羅 7：1）：	

律法對人的有效期，只限於人活著存留在地上的年日，當人離開這塵世

時，律法就完全失去效用。	

(b) 婚約的有效期（羅 7：2至 3）：	

當丈夫還活著時，妻子歸給別人，這叫婦人成為淫婦，但當婦人的丈夫

死後，婦人便可自由的歸給別人。保羅以人容易明白的常理向信徒講解

舊人與律法的關係。	

(2) 藉基督得解脫（羅 7：4至 6）：	

(a) 脫離律法的轄制（羅 7：4；加 4：3至 7）：	

凡相信主的救恩，藉著主的身體（即救恩的成就）得救的人，皆在律法

下被視為死人，藉此脫離律法的轄制，以致律法與新人並沒有實際的關

係，不用再被律法捆綁。	

(b) 歸入基督（羅 7：4）：	

新人歸入基督的名下，擁有新生命的特質及特權，使基督徒不用伏在律

法的控訴下，也不再被律法的規條捆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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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結果子給神（羅 7：4）：	

七章四節的「果⼦」，應與第五節之「死亡的果⼦」作對比，若參考哥

林多前書 15：20至 23的話，保羅表明基督是信徒初熟的果子，因為從

死裡復活，戰勝了死亡，凡信靠主耶穌基督的人，都因此活著，不再被

定罪，並可在神面前成了主復活的結晶品。	

(d) 罪性與律法所產生的惡果（羅 7：5）：	

在此保羅講解有關罪性與律法所帶來的惡果，當中有好幾個特別的詞彙

要加以分析的。	

(i) 「屬⾁體」（原文編號 4561）：	

這是個名詞	“sarx”	，在新約出現了 147次，當中有不同的用法：	

1. 動物或人類的身體。	

2. 人體（徒 2：26，31；林後 7：1；弗 2：15；5：29；西 2：5）。	

3. 人（太 24：22；路 3：6；徒 2：17；羅 3：20；林前 1：29；加

2：20；彼前 1：24）。	

4. 人性的軟弱（來 5：7）。	

5. 人性的敗壞，傾向污穢和情慾（約 3：6；羅 7：18；8：6；加 5：

13，16，17，19，24；6：8）。	

6. 肉身上親屬的關係或後裔（羅 1：3；9：3，5；11：14）。	

7. 肉身及短暫的益處（林後 11：18）。	

8. 指律法表面及屬肉體的條件（加 3：3）。	

9. 指現今我們軟弱的身軀（林前 15：50）。以上的九點分析，是希

臘文專家索哈特斯	“Zodhiates”	的見解。lx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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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未得救（羅 7：5）。根據陳終道牧師及來利教授	 “C.	C.	Ryrie”	的

見解，這處是指人還處於在未得救的景況裡。

lxxii	

(ii) 「屬乎⾁體」（原文編號 4559）：	

這組字眼出自七章十四節，與七章五節的「屬⾁體」有顯注的分別，

原文是	“sarkikos	”，它是一個形容詞，在新約出現了 10次。	

1. 與「屬靈」（原文編號 4152）作一個對比（林前 2：13 至 15；

3：1至 3）。	

2. 保羅在羅馬書第七章第十四節的意思，應是指那些不體貼聖靈的

人

（與羅馬 15：27是同屬一個字）。	

(iii) 「屬⾎氣」（原文編號 5591）：	

是形容詞，在新約出現了六次（林前 2：14；15：44〈兩次〉，46；

雅 3：15；猶 19）。	

1. 英王欽定本譯作「天然⼈」	“natural	man”	。	

2. 含有屬魂的意思。	

3. 原文是	“psuchikos”	。	

4. 未得救的人。	

(iv) 「那因律法⽽⽣的惡慾」：	

為何律法叫人生發出邪惡的慾念呢？原因是律法間接挑啟罪人的情慾，

就好像父母吩咐小孩子不要玩刀、玩火，本來小孩子沒有這意念，但

這吩咐就間接提醒他去玩。基於以上理由，犯罪的人就結出死亡的果

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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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服事是根據新的樣式（羅 7：6）：	

(i) 不按儀文的舊樣：	

1. 「儀⽂」（原文編號 1121）：	

與羅 2：29同屬一字，原文是	 “gramma”	，含有信件，文件、或

記錄或神聖的信件的意思。	

2. 「舊樣」（原文編號 3821）：	

a. 原意：英文聖經有些是譯作	 “oldness”	，原文是指被字句控制

的舊有生命。猶太人把律法字句法，不明白神最終的心意，現

今保羅要求信徒不應再被儀文的舊樣約束，要明白神律法的要

義。	

b. 提醒：在此保羅要提點當時教會內的信徒，服事主是不應再

按律法舊有的字句的。	

(ii) 應按心靈的新樣：	

1. 原文詞彙：心靈（原文編號 4151），可指聖靈、人的靈或邪靈。	

2. 事奉模式：在此，應與聖靈的工作有關，表示基督徒應以更新了

的事奉模式來事奉主。	

ii) 律法的要義（羅 7：7至 13）：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律法是罪麼．斷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

何為罪．非律法說、『不可起貪⼼。』我就不知何為貪⼼。」（羅 7：7）	

「然⽽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叫諸般的貪⼼在我裏頭發動．因為沒有律法罪

是死的。」（羅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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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沒有律法是活著的、但是誡命來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羅 7：

9）	

「那本來叫⼈活的誡命、反倒叫我死．」（羅 7：10）	

「因為罪趁著機會、就藉著誡命引誘我、並且殺了我。」（羅 7：11）	

「這樣看來、律法是聖潔的、誡命也是聖潔、公義、良善的。」（羅 7：12）	

「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麼．斷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藉著那

良善的叫我死、就顯出真是罪．叫罪因著誡命更顯出是惡極了。」（羅 7：13）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但我是屬乎⾁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羅

7：14）	

(1) 律法的標準（羅 7：7至 8）：	

(a) 叫人知罪（羅 7：7）：	

保羅清楚說明律法不是罪，意思是律法在本質方面是美好的，若律法是

不好的，怎能叫人知罪呢！	

(b) 引用舊約（出 20：17；申 5：21）：保羅以舊約的例子說明，律法叫人

知道自己的本相，叫人知道自己心裡常存著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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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律法的本質（羅 7：9至 13）：	

1. 定罪：	

律法將神的標準表明出來，間接或直接地定了人的罪，換句話說，

律法的本質叫人死。在這章聖經內，保羅用了四個不同的死字，

藉此帶出不同的真理。	

a. 死（原文編號 599）：	

i. “Apothnesko”	是動詞，分別出現在 7：2，3，6，9。	

ii. 指動物或人類自然的死亡（太 8：32；22：24，27；26：

35）。	

iii. 在罪中死了的人（羅 6：2；西 3：3）。	

iv. 指基督的死亡（羅 6：10；來 9：26至 28）。	

v. 向律法死了（羅 6：4；加 2：19；西 2：20），有學者認

為，這表示人不再依靠律法稱義。	

b. 死（原文編號 3498）：	

i. “Nekros”	是形容詞，分別出現在 7：4，8。	

ii. 主要是指肉身的死、屬靈的死亡、向罪死或與神永遠分離

的意思。	

iii. 指罪沒有作用、效用（羅 7：8）。	

c. 死（原文編號 2288）：	

i. “Thanatos”	是名詞，分別出現在 7：5，10，13〈兩次〉，

24。	

ii. 自然或暫時的死亡（太 10：21；16：28；路 2：26）。	

iii. 靈性的死亡（約 5：24；約壹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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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永死（羅 6：21，23；雅 5：20；約壹 5：16至 17）。	

v. 災難（太 24：7）。	

d. 死（原文編號 2289）：	

i. “Thanatoo”	是動詞，源自	“thanatos”	，分別出現在 7：4；

8：13，36。	

i. 致死的意思。	

ii. 用作比方，帶出毀滅、滅絕或藉死亡脫離某些東西的捆綁。	

2. 聖潔（羅 7：12）：	

律法沒有甚麼不好，它的本質是聖潔的；人犯罪應自己付上責任。	

3. 公義（羅 7：12）：	

意即律法是公平的，它本身是沒有問題的。	

4. 良善（羅 7：12）：	

雖然保羅那麼詳盡論述律法可怕的地方，但他仍要強調律法本身

的本質是好的，問題不是律法不好，乃是人的罪性，叫人不斷犯

罪，才顯出律法好像有瑕疵。	

5. 屬靈（羅 7：14）：	

屬靈（原文編號 4152），這裡保羅要證明律法是出自神的靈、屬

於聖靈的，意思指律法是出自神的，它是源自美善的源頭。	

b) 肉體的表徵（羅 7：14至 25）：	

「因為我所作的、我自⼰不明白．我所願意的、我並不作．我所恨惡的、我倒去

作。」（羅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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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羅 7：16）	

「既是這樣、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羅 7：17）	

「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

⾏出來由不得我。」（羅 7：18）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羅 7：19）	

「若我去作所不願意作的、就不是我作的、乃是住在我裏頭的罪作的。」（羅 7：

20）	

「我覺得有個律、就是我願意為善的時候、便有惡與我同在。」（羅 7：21）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原⽂作⼈〕我是喜歡神的律．」（羅 7：22）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和我⼼中的律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

的律。」（羅 7：23）	

「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 7：24）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這樣看來、我以內⼼順服神的律．

我⾁體卻順服罪的律了。」（羅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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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表裡不一致（羅 7：15至 17）：	

(1) 兩個見解：在羅馬書 7：14至 25 內，究竟保羅所談論的是得救或還未得救

的人呢？	

(a) 未得救的：根據初期操希臘文的教父，他們認為這人是未得救的。以下

是他們的理據：	

(i) 經文的支持：	

1. 「但我是屬乎⾁體的」（羅 7：14）	

2. 「是已經賣給罪了」（羅 7：14）	

3. 「就是我⾁體之中、沒有良善」（羅 7：18）	

4. 「把我擄去叫我附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羅 7：23）	

5. 「我真是苦阿、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羅 7：24）	

(ii) 上文下理：	

1. 第六章的開首論及脫離罪的操控。	

2. 第八章是以「那麼」	“So	then”	來開始（英文聖經）。	

3. 在二十五節才談及耶穌基督。	

(b) 已得救的：如此的見解，乃是奧古斯丁、加爾文及改革宗的立場。	

(i) 經文的支持：	

1. 「我們原曉得律法是屬乎靈的」（羅 7：14）	

2. 「若我所作的、是我所不願意的、我就應承律法是善的。」（羅

7：16）	

3. 「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

作。」（羅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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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為按著我裏面的意思、〔原⽂作⼈〕我是喜歡神的律．」

（羅 7：22）	

(ii) 上文下理：	

1. 大部分羅馬書第七章是論及成聖的真理的。	

2. 羅馬 7：7至 13的動詞是未完成體及	 “Imperfect	 tense”	不定過去

式	 “Aorist	 tense”	（希臘動詞的）寫的，而羅馬 7：14至 24則是

現在式	 “Present	 tense”	，這暗示保羅人生的新段落，意即重生得

救後的生活。

lxxiii	

(2) 新約背景：為何保羅明知故犯呢？究竟保羅在第七章內論到自己個人的經

歷時，他那時得救了沒有呢？還是他靈性十分軟弱，以致表裡不一呢？根據

學者的研究，七章第十四節至二十五節，保羅是以第一身單數的名詞，而動

詞是用現在進行式的（可參考英文譯本）；但之前的十多節聖經是以過去式

記述的，似乎頭十三節是記載保羅昔日未信主前的光景，加上在第九及十節

是論到使徒還未得著律法，某些學者認為這是指猶太人的男子，在十三歲時

正式成為「律法之子」，開始遵守律法的責任；因此，保羅發現自己無力遵

守律法，被罪捆綁，犯罪使人與神隔絕，換來是靈性的死亡。根據以上資料

顯示，頭十三節應是保羅未得救時的自白，之後的十多節聖經，則是使徒信

主後，體驗到新生命與舊有性情的鬥爭，叫他極之痛苦。在第八章，神的僕

人便向讀者介紹成聖過程中的秘訣。

lxxiv	

(3) 明知故犯（羅 7：15）：	

(a) 是否不知者不罪呢（羅 7：15 上）？保羅不是不明白為何他會行惡，乃

是不明白他為何明知不應行惡，但仍去行！	

(b) 保羅的問題是知善反去行惡（羅 7：15下）。	

(4) 承認律法是美善的（羅 7：16）：國際譯本翻作	 “I	agree	 that	 the	 law	 is	

good”	，在此保羅表明一件事，就是雖然承認律法是善的，但卻不照著律法

的要求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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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表裡不一的原因（羅 7：17）：基本上有兩方面的原因：一，人有犯罪的傾

向；二，這是屬肉體的表現。	

ii) 沒有良善（羅 7：18至 20）：	

(1) 肉體裡沒有良善（羅 7：18）：肉體（原文編號 4561），可指人敗壞的天

性，在人性裡任何人都沒有真正的良善。在此，保羅自認自己的肉體是沒有

良善的（羅 7：18）。	

(2) 見證人性的敗壞（羅 7：19）：保羅見證人性實在是敗壞的，也看見當中的

掙扎，明知甚麼是善並恨惡罪惡，但卻行惡而不行善。	

(3) 不能行善的原因（羅 7：20）：原因非常簡單，因為人本性有犯罪的傾向。	

ii) 隨從罪的律（羅 7：21至 23）：	

(1) 兩律的交戰（羅 7：22至 23）：	

(a) 兩個定律：這兩個律在人生命中像連體嬰一樣，是不能分割的，當你想

行善時，惡念已在心中。	

(b) 他的選擇：按保羅的揀選，他是想揀選行善的，但行善與行惡的兩個律

彼此交戰，結果隨從了行惡的律。	

(2) 失敗的結果（羅 7：23）：兩個律交戰的結果，叫人行惡的律竟然勝數，把

他擄去，使他犯罪。	

iv) 極之痛苦（羅 7：25）：保羅見證信主後卻沒有能力勝過罪惡，這是極其痛苦

的經歷，故此曾為這事大大哀求！但他從個人的經歷告訴我們，在第八章內揭

示得勝的路。	



 95 

以表列式把羅馬書七及八章「死」的真義列舉出來：	

7：2 丈夫若死了（599）	 肉身的死亡	

7：3 丈夫若死了（599）	 同上	

7：6 律法上死了（599）	 不再受律法約束或捆綁	

7：9 我就死了（599）	 被罪惡捆綁，以致靈性死亡。	

7：4 從死裡復活的（3498）	 肉身的死亡	

7： 8 沒 有 律 法 罪 是 死 的

（3498）	

沒有律法時，罪是沒有效用

的。	

7：5 死亡的果⼦（2288）	 靈性死亡的果子	

7：10 反倒殺了我（2288）	 靈性的死亡	

7： 13 叫 我 死 麼 ； 叫 我 死

（2288）	

靈性的死亡	

7： 4 在 律 法 上 也 是 死 了

（2289）	

律法對基督徒失去效用；意即

不再被它捆綁及約束。	

8：13 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

⾏（2289）	

靠神的靈滅絕身體的惡行	

8：36 被殺（2289）	 致死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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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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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得勝的道路（羅 8章）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在基督裡」與這小段經文有甚麼關連呢（羅 8：1至 4）？	

2. 為何作者要多次在這段經文裡提及「聖靈」呢（羅 8：5至 17）？	

3. 保羅為何論到現今的苦楚與將來的榮耀呢（羅 8：18至 25）？	

4. 為甚麼認識主的愛那麼重要呢（羅 8：26至 39）？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Ø 福音的真義（羅 1：1至 17）	

Ø 外邦人的罪（羅 1：18至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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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猶太人的罪（羅 2：1至 3：8）	

Ø 世人被定罪（羅 3：9至 20）	

Ø 闡釋救恩道（羅 3：21至 5：21）	

Ø 新人與舊人（羅 6至 7章）	

Ø 得勝的道路（羅 8章）	

保羅在第七章內，告訴我們他未得救時被罪惡捆綁的痛苦（羅 7：1 至 13）；並且見

證一個重要的真理，基督徒單靠自己勝過罪惡是極其痛苦的，但到了第八章，就是使

徒個人的轉捩點，走上得勝的路，筒中有四個重要的秘訣：「在基督裡」（羅 8：1

至 4），「體貼聖靈」（羅 8：5至 17），「榮耀美盼」（羅 8：18至 25），「認識

主愛」（羅 8：26至 39）。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羅 8：1）	

「因為賜⽣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了。」（羅 8：

2）	

「律法既因⾁體軟弱、有所不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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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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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4）	

1) 在基督裡（羅 8：1至 4）：	

主耶穌藉枝子與葡萄樹講解信徒與祂個人的關係（約 15 章），在新約裡多次講及

有關在基督裡的真理；若要清楚明白這個重要真理，便要把有關經文列出來，加

以研究才能掌握。在此，使徒只把在基督裡兩個要點列舉出來：	

a) 不被定罪（羅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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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地位的改變：「在基督耶穌裏的」（羅 8：1），表明地位的改變。	

ii) 生命的改變：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信徒不但從神那裡得著新生，並且有

能力可勝過邪惡的性情。

lxxv	

iii) 享有真自由：罪人與基督結連的後果是莫大的恩典，應死的罪人不再被定

罪，反得著永生，這是在基督裡所得的應許及恩典。一個基督徒首先要明

白，自己不再被神定罪，在主裡享有罪的釋放，才有真正的自由。	

b) 得著釋放（羅 8：2至 4）：	

歸信主耶穌的人，不但不被定罪，並且可得著釋放，不再被犯罪的律捆綁，可

得著力量勝過罪惡的勢力。保羅在此交待基督徒得著釋放的一些原因。	

i) 原因：	

(1) 父神的工作（羅 8：3至 4）：父神差派祂的獨生子，成為世人的代贖，

使人得著釋放。	

(2) 基督的工作（羅 8：2）：	

主耶穌成為贖罪祭，叫凡接受神為人預備的祭牲的人，可以得著拯救，從罪

中得著釋放。若要更清楚明白我們得著釋放的原因，一定要認識基督本身及

祂的工作：	

(a) 基督是生命之源（羅約 1：4）；	

(b) 相信基督有永生（約 3：15，16，36）；	

(c) 基督是生命的糧（約 6：35，48）；	

(d) 基督的話是生命（約 14：6）；	

(e) 基督本身是生命（約 14：6）；	

(f) 認識基督有生命（約 17：3）；	

(g) 主的名叫人得生（約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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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聖靈的工作（羅 8：2）：	

(a) 永生之源：「⽣命」的原文編號是 2222，希臘文是	 “zoe”	；這裡的

生命應是指永生而言的。

lxxvi	

(b) 得著釋放：聖靈的律，意即在耶穌基督的生命，叫信徒脫離罪惡的

律，而這舊有邪惡的律是導致永遠死亡的。

lxxvii
我們得著釋放與神的

靈有直接關係，因為聖靈叫人得生命，並可使人得著罪的釋放（參

考加 6：8；約 3：5至 7）。	

ii) 脫離（羅 8：2）：	

(1) 罪的律：脫離罪的律是指人信主後，不再繼續犯罪，脫離它的轄制。	

(2) 死的律：這是指脫離永死的定律，但信主的人是不至滅亡，反得永遠的

生命。	

iii) 稱義（羅 8：3至 4）：	

(1) 成為罪人的模樣：「成為罪的形狀」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man”	

(NIV)，可譯作「好像罪⼈的模樣」（羅 8：3）。	

(2) 神定罪的方法：「在⾁體中定了罪案」（羅 8：3），若要更清楚了解這

句話的意思，可以參考以下兩個不同的譯法：「那麼祂譴責罪⼈的罪」	

“And	so	he	condemned	sin	in	sinful	man”	（新國際譯本）；lxxviii
有譯本

意譯作「神 用基督的 身體來譴 責罪」 “God	 used	 Christ’s	 body	 to	

condemn	sin”	（現代英文譯本）。lxxix	

(3) 滿足律法的要求：這小節可譯作「因此祂定罪⼈的罪」，意即神定基督

的罪。當神定了基督有罪時，律法公義的要求才可完全得著滿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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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

4）可以翻作「那麼律法的公正要求，便可以成就成就在我們這不隨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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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只隨從聖靈的⼈身上。」	“so	that	the	righteous	requirement	of	

the	law	may	be	fulfilled	in	us,	who	do	not	walk	according	to	the	flesh	

but	according	to	the	Spirit.”	(NET)	（羅 8：4）lxxx	

(4) 隨從聖靈而不隨從肉體：有關「⾁體」的字眼，保羅在羅馬書內有幾個

不同的用法。	

(a) 「⾁體」（原文編號 4561），可以指人性的軟弱或未得救時的景況

（羅 8：3，4，5，6，7，8，9，12，13；9：3，5，8；11：14；

13：14）。	

(b) 「屬乎⾁體」（原文編號 4559），是指一個得救了但不甘願隨從聖

靈的人（羅 7：14；15：27；林前 3：1，3）。	

(c) 「屬⾁體」（原文編號 4561），7：5 與 8：4 是同一字眼，都是指

一個未得救的人。	

(5) 滿足律法的公正要求：	

「使律法的義」成就在我們罪人身上，是基於以下的一些原因：	

(a) 父的差遣：父神差遣祂的兒子，讓基督耶穌成為世人的贖罪祭，因

而使信靠神兒子的人得稱為義。	

(b) 子的拯救：藉著耶穌基督的拯救，蒙恩的罪人才可有能力遵守律法，

因而滿足律法的公正要求。

lxxxi	

2) 體貼聖靈（羅 8：5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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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

5）	

「體貼⾁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命平安．」（羅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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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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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

7）	

「⽽且屬⾁體的⼈、不能得神的喜歡。」（羅 8：8）	

「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裏、你們就不屬⾁體、乃屬聖靈了．⼈若沒有基督的靈、

就不是屬基督的。」（羅 8：9）	

「基督若在你們⼼裏、身體就因罪⽽死、⼼靈卻因義⽽活．」（羅 8：10）	

「然⽽叫耶穌從死裏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裏、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裏復活的、

也必藉著住在你們⼼裏的聖靈、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羅 8：11）	

「弟兄們、這樣看來、我們並不是⽋⾁體的債、去順從⾁體活著。」（羅 8：12）	

「你們若順從⾁體活著必要死．若靠著聖靈治死身體的惡⾏必要活。」（羅 8：13）	

「因為凡被神的靈引導的、都是神的兒⼦。」（羅 8：14）	

「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的⼼、因此我們呼叫阿

爸、⽗。」（羅 8：15）	

「聖靈與我們的⼼同證我們是神的兒⼥．」（羅 8：16）	

「既是兒⼥、便是後嗣、就是神的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他⼀同受

苦、也必和他⼀同得榮耀。」（羅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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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體貼聖靈的定義：	

i) 譯本：	“Mind	the	things”	（KJV英王欽定本）；	“Have	their	minds	set	on”	

（NIV新國際譯本）。	

ii) 原文：原文含有「思想」、「思念」等意思（腓 4：10；西 3：2）。意即

思念聖靈的事情或思念屬靈的事情。	

iii) 解釋：順從聖靈的引導，聆聽祂的聲音，順從祂的指引，藉此可勝過肉體

的邪情私慾。	

b) 體貼肉體的結果：	

在七章五節的「屬⾁體」（原文編號 4561）與這處的字眼是一樣的。在七章

五節是指保羅還未得救，而這處是指未得救的人（參考羅 8：9 至 10）。基本

上這字有不同的用法，並且參考上文下理時，我們才有以下的結論。體貼肉體

有以下四種特徵：	

i) 屬靈死亡（原文編號 2288），意即不能與神相交（羅 8：6，13）。	

ii) 與神為敵（原文編號 2189），是另外一個特徵（羅 8：7）。	

iii) 不服律法（羅 8：7），屬肉體的人，不會順服神的法則。	

iv) 不能討神的喜悅（羅 8：8），世上的人試圖以行為得救，皆不能叫神喜悅。	

c) 體貼聖靈的結果：	

體貼聖靈者，有以下美好的果效：	

i) 得生命（原文編號 2222），可參考 8：6。有學者認為這是基督徒的新生，

lxxxii
亦有人推斷這是永生。

lxxxiii	

ii) 得平安（原文編號 1515），這種屬靈或心靈的平安源自福音，叫整個人感

到安寧及滿足（羅 8：6）。lxxxiv	

iii) 地位改變（羅 8：9）：他們已站在得救的地位上；原因是他們有基督的靈

住在心中，表明是屬主的（羅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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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人的靈得以活著（羅8：10）。由於信徒被稱為義，以致他們的靈可活著，

意即可與神恢復相交。	

v) 成為神的兒女（羅 8：14 至 17）。首要的條件，是有神的靈引導（羅 8：

14）；以致可享有特權，稱神為阿爸父（羅 8：15）；當中有神的靈見證

我們這獨特的關係（羅 8：16）。	

vi) 成為後嗣（羅8：17）。藉著體貼聖靈的結果，人可成為神的後嗣；正如罪

人若肯在佈道會決志歸向主，必可成為神的兒女。	

vii) 得著榮耀（羅8：17）。體貼聖靈是極其光榮的事，按著敗壞的罪性行事

為人，換來羞恥及永死，但順從聖靈者，卻得著天上的光榮。	

3) 榮耀美盼（羅 8：18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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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18）	

「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眾⼦顯出來。」（羅 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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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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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原⽂作

⼊〕」（羅 8：21）	

「我們知道⼀切受造之物、⼀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羅 8：22）	

「不但如此、就是我們這有聖靈初結果⼦的、也是自⼰⼼裏歎息、等候得著兒⼦

的名分、乃是我們的身體得贖。」（羅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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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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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古卷作⼈所看見的何必再盼望呢〕」（羅 8：24）	

「但我們若盼望那所不見的、就必忍耐等候。」（羅 8：25）	

a) 現今的苦楚（羅 8：18至 23）：	

基督徒為何有動力走前面的路程呢？信徒眾多動力之源，是基於聖徒擁有屬天

的盼望。「盼望」在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節內出現多次；其實保羅在此以現今的

苦楚與將來的榮耀，作鮮明的比較。	

沒有盼望的人是極其痛苦的。感謝神，祂把榮耀的盼望放在我們面前，這是聖

徒過得勝生活的秘訣之一。	

i) 不配與將來的榮耀相比（羅 8：18）：	

(1) 中文聖經和合本：「就不⾜介意了！」	

(2) 呂振中譯本：「我以為現時期之受苦，是不配跟那將要顯示於我們的榮

耀相比較的。」	

(3) 英王欽定本：	“are	not	worthy	to	be	compared”	，含有不值得去比較的

意思。	

ii) 受造之物的盼望（羅 8：19至 23）：	

基督徒的盼望是甚麼呢？就是神眾子的顯現。甚麼是神的眾子呢？若參考

約翰壹書第三章一至三節，基督徒即是神的兒女；在此，神的子民熱切盼

望，可早一點面對面的見主，與祂同在是好得無比的。因此，保羅以生動

的文筆表示萬物都歎息勞苦，希望可早日進到那榮美的境界裡，亦即神眾

子的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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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的盼望包括以下幾方面的特質：	

(1) 信徒盼望的態度（羅 8：19）：呂振中譯本譯作「熱切」，英王欽定本

譯作「堅決的期待」	“earnest	expectation”	，新國際譯本翻作「渴望的

期待」 “eager	expectation”	，在原文含有「留⼼」、「熱切」的意思，

並且希臘文在此可藉圖像的形式表明一個人熱切等待的情況，就如人把

他的頸項伸長及向前一般。	

(2) 脫離敗壞的轄制（羅 8：21）：保羅以現今的虛幻與將來的富足，作一

個明顯的比較，並且說明聖徒渴望能脫離罪惡捆綁的痛苦，進入那得勝

的境況去。	

(3) 神兒女榮耀的自由（羅 8：21）：	

(a) 和合本譯作「得享神兒⼥自由的榮耀」；與其它譯本略有出入，英

王欽定本的譯法是「進⼊神兒⼥榮耀的自由去」	 “into	 the	glorious	

liberty	of	the	children	of	God”	。呂振中及新國際譯本的翻譯，與英

王欽定本有類同的的譯法。	

(b) 不被罪惡捆綁，享有榮耀的身體，才是真正的自由，這是神兒女榮

耀的自由。	

(4) 神兒子的名分（羅 8：23）：罪人悔改，歸向基督，立刻成為神的兒女；

但完完全全可享用這神兒子的名分，是留待將來榮耀的那一天。	

(5) 得救的盼望（羅8：24）：「得救」（原文編號4982），分別出現在徒

2：47；16：31；羅 8：24；弗 2：5，8；羅 8：24；弗 2：5，8；提前

2：4；提後 1：9；多 3：5。這處是指靈性或基督徒永遠的得救。	

(6) 不是屬世的盼望（羅 8：24）：這不是肉眼可見的，但是實在的盼望。

這是屬靈的盼望，不是屬地的盼望！	

b) 將來的美盼（羅 8：18）：保羅明知世上有勞苦，世事都十分虛幻；但一思念

將來榮耀的一刻時，便不再介懷忍受短暫的苦楚了！	



 107 

4) 認識主愛（羅 8：26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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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26）	

「鑒察⼈⼼的、曉得聖靈的意思．因為聖靈照神的旨意替聖徒祈求。」（羅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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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8：28）	

「因為他豫先所知道的⼈、就豫先定下效法他兒⼦的模樣、使他兒⼦在許多弟兄

中作長⼦．」（羅 8：29）	

「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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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30）	

「既是這樣、還有甚麼說的呢．神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羅 8：31）	

「神既不愛惜自⼰的兒⼦為我們眾⼈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同白白的賜給我

們麼。」（羅 8：32）	

「誰能控告神所揀選的⼈呢．有神稱他們為義了。〔或作是稱他們為義的神麼〕」

（羅 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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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

也替我們祈求。〔有基督云云或作是已經死了⽽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

替我們祈求的基督耶穌麼〕」（羅 8：34）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呢．難道是患難麼、是困苦麼、是逼迫麼、是饑餓

麼、是赤身露體麼、是危險麼、是⼑劍麼。」（羅 8：35）	

「如經上所記、『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看我們如將宰的⽺。』」（羅 8：

36）	

「然⽽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羅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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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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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9）	

神的愛比海更深，祂的慈愛遠超諸天；保羅介紹得勝生活秘訣之四，就是要認識

神深厚的愛。主的愛不是抽象的，通過了解祂為我們聖徒所成就的，便可知道至

高之主的愛，是何等完備了！	

a) 認識聖靈的工作（羅 8：26 至 27）：神的靈替信徒禱告，因為神的兒女本不

曉得如何禱告（羅 8：2），祂以說不出來的歎息替人求（羅 8：26），美麗的

是，祂按照神的旨意求（羅 8：27），換句話說，在禱告裡我們可明白神的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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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認識父神的工作（羅 8：28 至 33）：父神的心意是叫人得益（羅 8：28），

祂稱人為義（羅 8：30），使聖徒得著榮耀（羅 8：30）。祂連最愛惜的獨生

子也賜下給我們，更遑論世上及天上的豐富了（羅 8：32）。	

c) 認識基督的工作（羅 8：34至 39）：	

i) 為聖徒禱告（羅 8：34）：耶穌基督復活升天，不是留下我們作孤兒，祂

仍記掛我們，在天上祂不間斷地為我們禱告（參來 7：25）。不竭息的祈求，

說明祂愛我們；從是否經常及甘心地為對方禱告，便知道他是否深愛這人

了！	

ii) 代贖與復活（羅 8：34）：若主耶穌不愛我們，祂斷不會降世，為世人忍

受十字架的苦難，祂的代贖及復活證明了基督疼愛世上所有的人！	

iii) 主耶穌的愛（羅 8：35）：	

主的愛是無私的愛（原文編號 26），是無條件的愛，沒有人可與基督的愛

隔絕。隔絕（原文編號 5563）：含有分開、分隔、分離或隔絕等意思。感

謝讚美主，沒有任何事物、遭遇、環境或權勢，能影響我們與主的關係！	

(1) 任何遭遇不能使信徒與主的愛隔絕（羅 8：35）：	

(a) 患難（原文編號 2347）：原文有壓、一同壓住或壓力的意思。隱喻

作壓制、痛苦、苦難、憂患、困難、窘迫等意思。	

(b) 困苦（原文編號 4730）：含有狹窄的地方或地方窄小的意思。隱喻

作極度的災難或極大的苦難的意思。	

(c) 逼迫（原文編號 1377）：即是迫害或逼迫。	

(d) 飢餓（原文編號 3042）：指農作物失收或飢荒的意思。許多人非常

注重飲食，食物也是人日常的需用，但失去肉身最重要之一的東西，

也不會叫信徒與主的愛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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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赤身露體（原文編號 1132）：赤身露體是羞恥的表記，人家可使基

督徒赤身露體，受盡最大的羞辱，但這些凌辱，絲毫不能叫我們與

主的關係受任何虧損！	

(f) 危險（原文編號 2794）：意即危險、嚴重的危險或處境。	

(g) ⼑劍（原文編號 3162）：指用作殺動物或切肉的大刀；能用作切割

的彎曲小劍或能用作刺人的小劍。	

(2) 任何權勢不能使信徒與主的愛隔絕（羅 8：38至 39）：	

(a) 死（原文編號 2288）：許多人懼怕死亡，因為不知死後往何處去！

基督徒深知死亡不能叫我們與主的愛隔絕，信徒的離世，使我們進

入永遠的家鄉去！	

(b) ⽣（原文編號 2222）：這是指人的生命。無論死或生，我們總是屬

主的人。	

(c) 天使（原文編號 32）：意即從神而來的使者，是良善聖潔的天軍。	

(d) 掌權（原文編號 746）：原文可指作權勢、管治的意思。在原文裡，

這可指天使或邪靈的管治。有學者認為這可指邪靈的勢力，作為與

先前所提及的天使作對比。	

(e) 有能的（原文編號 1411）：在希臘文裡，這能力可源自軍隊、武裝

的部隊或眾多的群眾。	

(f) 現在的事（原文編號 1764）：現今的事或新近的事。	

(g) 將來的事（原文編號 3195）：正如和合本的意思，這是含有將來發

生的事。	

(h) ⾼處的（原文編號 5313）：被升高的物體或高度的意思。	

(i) 低處的（原文編號 899）：意即深度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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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別的受造之物（原文編號 2937）：英王欽定本譯作	“nor	any	other	

creature”	，意即別的受造之活物。	

(3) 靠主耶穌基督的愛信徒宣告得勝（羅 8：36至 39）：	

(a) 預言信徒必為主受苦（羅 8：36；詩 44：22）：跟隨主的腳蹤，若

遇到苦難或逼迫，不要以為希奇；因為主明說世上有苦難（約 16：

33），並且在末後的日子裡，世人會恨惡基督徒，把我們陷在患難

裡，也要殺害信靠的人（太 24：9）。	

(b) 不能與基督的愛隔絕（羅 8：35，39）：由於基督徒不能與主的愛

「隔絕」（原文編號 5563），因此可藉祂的愛誇勝，主的愛是最大

的動力，勝過任何強權或困境。	

(c) 藉愛信徒的主可得勝（羅 8：37）：	

(i) 中文聖經譯作「得勝有餘」，其實在原文有兩個主要含意：一，

比戰勝者更優勝；二，大獲全勝（原文編號 5245）。	

(ii) 藉著依靠愛我們的主，信徒可在任何遭遇上有足夠的力量得勝。

若真心跟從主，認識祂長闊高深的愛，不論苦與樂，任何的權勢、

逼迫，甚至肉身上極痛苦以致死亡，這些事都不能叫我們與主的

愛隔絕，我們要認定靠主的愛可得勝有餘了！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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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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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真神的主權（羅 9：1至 33）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究竟是甚麼叫保羅那麼難過呢（羅 9：1至 4）？	

2. 為何神的話沒有落空呢（羅 9：6至 13）？	

3. 神公平嗎（羅 9：14至 33）？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 神義的辯證（羅 9至 11章）：九至十一章的插段，是保羅加入歷史的部份，說明

以色列人硬心不願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以致救恩轉落在外邦人的身上，在揀選

以色列人的事情上，神沒有不義，外邦人可蒙救贖，同樣顯明神是義者，並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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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後的日子裡，神的選民會全然歸主；此外，也只可證明神沒有絲亳的錯誤，祂

是義者，並且祂的作為也是極之正確的！	

1) 神的主權（羅 9：1至 33）：	

「我在基督裏說真話、並不謊⾔、有我良⼼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羅 9：

1）	

「我是⼤有憂愁、⼼裏時常傷痛。」（羅 9：2）	

「為我弟兄、我骨⾁之親、就是自⼰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羅 9：

3）	

a) 愛同胞的保羅（羅 9：1至 3）：	

在甚麼事情可看見保羅是一個熱愛國民的人呢？從他說話的態度、內容，與及

他心裡為國民的傷感，便可略知一二了！	

i) 在主裡的真話（羅 9：1）：保羅表明自己是說真話，絕對沒有謊言在其中

的。他誠心實意表明：「為我弟兄、我骨⾁之親、就是自⼰被咒詛、與基

督分離、我也願意。」意即寧可同胞享有永生，而自己反失去神的救恩，

他也是極之甘心樂意的。在舊約聖經裡也看見神人摩西為神的百姓曾經說

過類同的話（出 32：32），可見兩位神僕都是非常熱愛自己的國民的。	

ii) 在主裡的良心（羅 9：2）：	

(1) 「良⼼」的意思：「良⼼」，乃是神賦予世人內裡分辨對與錯的能力，

意即人道德的知覺。

lxxxv
在一般情況下，「良⼼」是處於中性狀態的。

lx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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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聖靈感動：保羅不是憑自己的血氣，或是順口開河的說這番話，乃有

聖靈的見證的。他絕對不是為要誇耀自己，讓人看見他是那麼愛同胞，

因而得著稱讚，才說這句話的。乃是他的良心也可作證，同樣神的靈，

可共證這句話的真實性。	

iii) 在主裡的憂傷（羅 9：3）：	

(1) 心的意思：「⼼」，亦可解釋作內裡的人、智力、意志、渴望、意向等

意思。

lxxxvii
在此，心是用來形容人的思想或感受。

lxxxviii	

(2) 英文譯本：	“great	heaviness	and	continual	sorrow	in	my	heart”	（英

王欽定本）。	

(3) 兩組字眼：在此有兩組字眼，我們是應該加以注意的，就是：「我是⼤

有憂愁」及「⼼裏時常傷痛」。	

(4) 憂傷之因：在原文裡，「時常」含有不間斷、不止息的意思。保羅因為

同胞未明白神的救恩、還未接受神所預備的彌賽亞，至現今還是堅心拒

絕而心中大有憂愁。從他時常為神的選民難過，便可知道他憂傷的程度

了。	

iv) 顯明神的主權（羅 9：4至 33）：	

保羅在這一大段落，要解釋神至高的主權，但首先開始便表明神的子民蒙

了很大的恩典。他們是神特意揀選的百姓，確實是得天獨厚的；但他們竟

拒絕神為他們預備最大的恩典，乃是主耶穌基督的救恩。	

是否神的話落了空呢？絕對不是！神的應許必然顯明在神的百姓身上，在

神所定的時間裡，以色列全家都會歸向主，說明神的應許沒有落空。	

另一個問題是，為何神揀選以色列人，不揀選別的邦國呢？這是許多人曾

發問的問題，或許也是當時羅馬教會內猶太基督徒及外邦聖徒引起爭論的

其中一點。現今神人保羅要仔細向他們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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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以⾊列⼈．那兒⼦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

是他們的．」（羅 9：4）	

「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他是在萬有

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阿們。」（羅 9：5）	

(1) 得天獨厚的選民（羅 9：4至 5）：	

究竟猶太人所蒙的恩惠有多少呢？保羅在此細說：	

(a) 「那兒⼦的名分」：	 “the	adoption”	 (NKJV)，意即神特意揀選以色

列民，不揀選其它的邦國，這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揀選。以色列竟成

為主的兒子，成為全人類的首生（出 4：22；申 14：1；何 11：1）。	

(b) 「榮耀」：	 “the	glory”	 (NKJV)。原文學者認為這不是普通的榮耀，

乃是昔日神與百姓同在可看見的榮耀，意即「耶和華的榮耀」，拉

比稱之為	“the	shekinah”	。	

(c) 「諸約」：「諸約」 “the	covenants”	(NKJV)是眾數，指神在舊約時

代與以色列人所立眾多的盟約（參考加 3：16至 17；弗 2：12；來

9：16）。	

(d) 「律法」：	“the	giving	of	the	Law”	(NKJV)；以色列人與世上所有民

族最基本的分別是，神首先將律法賜給希伯來人（出 21 章），他們

得到神至高的標準及心意。	

(e) 「禮儀」：	“the	service	of	God”	(NKJV)；這是指以色列人祭祀神的

禮儀，詳情可參考利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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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應許」：	 “the	promises”	 (NKJV)；原文本有宣告的意思。此處是

指彌賽亞的應許，在舊約裡神多次應許祂的子民將賜下彌賽亞救主

（創 17章；撒下 7章等）。	

(g) 「列祖」：	

(i) 神是列祖的神：	 “the	 fathers”	 (NKJV)；列祖是以色列人的始祖

（羅 9：5）。當神向摩西顯現時，祂自稱為「我是你⽗親的神，

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出 3：6）。亞伯拉

罕、以撒及雅各便天然的成為列祖的代表人物了。	

(ii) 耶穌是猶太人：按肉體而論，耶穌基督是猶太人。不少猶太人有

機會目睹這位彌賽亞活在世上，甚至被殺在十架上，亦獲悉祂三

天後從死裡復活的消息。保羅要指出說，以色列人本是得天獨厚，

享有獨特條件的。可悲的是，基於猶太人的硬心及不信，因而錯

失神更大屬靈的福氣及恩典。	

(2) 神的話沒有落空（羅 9：6至 13）：	

「這不是說神的話落了空．因為從以⾊列⽣的、不都是以⾊列⼈．」

（羅 9：6）	

「也不因為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都作他的兒⼥．唯獨『從以撒⽣的、

纔要稱為你的後裔。』（羅 9：7）	

「這就是說、⾁身所⽣的兒⼥、不是神的兒⼥．唯獨那應許的兒⼥、纔

算是後裔。」（羅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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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所應許的話是這樣說、『到明年這時候我要來、撒拉必⽣⼀個兒

⼦。』（羅 9：9）	

「不但如此、還有利百加、既從⼀個⼈、就是從我們的祖宗以撒懷了

孕．」（羅 9：10）	

「雙⼦還沒有⽣下來、善惡還沒有作出來、只因要顯明神揀選⼈的旨意、

不在乎⼈的⾏為、乃在乎召⼈的主。）」（羅 9：11）	

「神就對利百加說、『將來⼤的要服事小的。』」（羅 9：12）	

「正如以經上所記、『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羅 9：

13）	

究竟神的話有沒有落空呢？保羅清楚表明，人的不信及軟弱，絲毫不能

改變神的心意，並且引用舊約聖經證明此事。從舊約歷史裡，看見人用

了自己的方法，好像打岔了神的計劃，但在這些事件中，我們仍看見至

高的主坐在寶座上，亳無欄阻的施行祂的計劃，顯明祂至高無上的主權。	

(a) 以亞伯拉罕為例（羅 9：9；創 16：15；18：14）：	

亞伯拉罕接受了人的方法得兒子，這完完全全不是神的旨意，可是

這樣並沒有改變神的計劃。神必使撒拉生子，這才是神所應許的。	

(b) 以利百加為例證（創 25：19至 26）：	

『將來⼤的要服事小的。』（羅 9：10至 12；創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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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神的旨意：『雅各是我所愛的、以掃是我所惡的。』（瑪 1：2

至 3）當孩子還在母腹裡，神已向利百加表明祂的主權，將來以

掃必定服事雅各。	

(ii) 神的主權：雖然兩人都不是那麼可愛，正如以色列人多次犯罪，

也不是那麼可愛一樣，但主表明祂愛雅各、恨以掃，這都是出自

祂的旨意，要顯出神的主權。	

(3) 神豈是不公平麼（羅 9：14至 33）：	

當讀者讀完保羅以上的話後，心中可能會浮現一個問題，難道神這樣作

公平嗎？深信保羅已曉得收信人會有這樣質詢，他便直接替神作辯證，

神並非不公平！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難道神有甚麼不公平麼．斷乎沒有。」（羅

9：14）	

「因他對摩西說、『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羅 9：15）	

「據此看來、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

神。」（羅 9：16）	

「因為經上有話向法老說、『我將你興起來、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

能、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羅 9：17）	

「如此看來、神要憐憫誰、就憐憫誰、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羅 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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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必對我說、他為甚麼還指責⼈呢．有誰抗拒他的旨意呢。」

（羅 9：19）	

「你這個⼈哪、你是誰、竟敢向神強嘴呢．受造之物豈能對造他的說、

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羅 9：20）	

「窯匠難道沒有權柄、從⼀團泥裏拿⼀塊作成貴重的器⽫、又拿⼀塊作

成卑賤的器⽫麼。」（羅 9：21）	

「倘若神要顯明他的忿怒、彰顯他的權能、就多多忍耐寬容那可怒豫備

遭毀滅的器⽫．」（羅 9：22）	

「又要將他豐盛的榮耀、彰顯在那蒙憐憫早豫備得榮耀的器⽫上．」

（羅 9：23）	

「這器⽫就是我們被神所召的、不但是從猶太⼈中、也是從外邦⼈中、

這有甚麼不可呢。」（羅 9：24）	

「就像神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民的、我要稱為我的⼦民．

本來不是蒙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羅 9：25）	

「從前在甚麼地⽅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民、將來就在那裏稱他們

為永⽣神的兒⼦。』」（羅 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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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指著以⾊列⼈喊著說、『以⾊列⼈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

剩下的餘數．」（羅 9：27）	

「因為主要在世上施⾏他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的完結。』」

（羅 9：28）	

(a) 有權憐憫人（羅 9：15；出 33：19）：昔日摩西求神，讓他可看見

主榮耀的顯現。神沒有完全滿足他的要求，因為沒有人可看見神的

面而存活。耶和華只讓摩西看見祂的背面，意即不是完完全全向他

顯現；在此，表明祂恩待及憐憫誰，都在乎自己的決定。	

(b) 有權興起人（羅 9：17至 18；出 9：16）：	

(i) 人的硬心：在出埃及記內，多處指出法老是執迷不悟，硬著心不

肯讓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地的。故此，並不是神先把法老的心變得

剛硬，這全是人的選擇。

lxxxix	

(ii) 神的主權：法老有地上的權柄，這是出自神的旨意。在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事件裡，充分看見神是掌管一切的主。神容讓法老的心

剛硬，以致百姓不能順利離開埃及為奴之地，神藉十災擊打埃及

人，使法老降服在祂面前，在這些事情上看見神仍在高天寶座上

坐著為王。	

(c) 神才是窯匠（羅 9：19至 29）：保羅繼續承接下去，他深知在人的

心思裡會對神這樣作有所不滿，若神強迫使法老的心剛硬，祂便沒

有權指責人，因為是祂故意叫人心硬的。以上是一個極具爭論性的

神學問題，並不容易解明。根據以上的經文，我們可這樣想，神可

按祂的主權憐憫人，若不是祂恩待的話，人心都是剛硬不願悔改的。

恩典是額外的，祂的恩沒有臨到法老，以致法老的心仍是剛硬，換

句話說，神是任憑法老不肯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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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世人是受造之物（羅 9：19 至 20）：神是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

世人只是受造之物；造物主有權作祂喜悅的事，人無法抗拒祂的

旨意，與祂強咀也是不合理的。	

(ii) 以窯匠作為比方（羅 9：21至 23）：	

1. 摩西與法老：摩西與法老可作為兩個群體的代表，摩西是代

表選民以色列人，法老是代表世上的外邦人。基督徒經常提

出一個問題，就是為何神恩待以色列人，而不揀選世上別的

民族作為選民呢？為何以色列屢次犯罪，神仍給他們機會悔

改，並且在末後的日子可讓他們全家歸主呢？這豈不是不公

平嗎？理由非常簡單，神是至高的主並有絕對的主權，祂才

是全人類的窯匠。	

2. 四種的器皿：在此，保羅論及四種的器皿，分別有貴重的器

皿、卑賤的器皿、蒙毀滅的器皿及得榮耀的器皿；神既是窯

匠，祂可隨自己的意願造不同的器皿，器皿本身是沒有權干

涉造物主的。	

(iii) 引何西阿的見證（羅 9：25至 26；何 2：23；1：10）：	

1. 以色列再次蒙恩：北國以色列已離開耶和華，但現今藉先知

何西阿的口，指出以色列人必可再次蒙神的恩待及厚愛，不

但可成為祂的子民、甚至成為祂的兒子。

xc	

2. 外邦人得著救恩：保羅借用何西阿的話，指出外邦人本不是

蒙恩的，但也可成為神的子民。

xci	

(iv) 引以賽亞的見證（羅 9：27 至 29；賽 10：22 至 23；	1：

9）：以色列人得救贖的為數甚少，若不是主慈憐的話，他們便

如所多瑪及蛾摩拉兩個罪惡滔天的城市，在歷史上失去蹤影了！	

(d) 選民的過失（羅 9：30至 33）：外邦人沒有追求義，反得稱為義，

但神的選民卻得不到稱義；皆因他們單靠行為，不靠信心，耶穌基

督反成為他們的絆腳石（羅 9：33；詩 118：22；賽 2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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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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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真神的救法（羅 10：1至 21）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甚麼是「真知識」（羅 10：2）？「得救」與「真知識」有何關係呢（羅 10：2）？	

2. 為何使徒要引述眾多舊約經文呢（羅 10：5至 21）？	

3. 何謂「⼝裏認耶穌為主」及「⼼裏相信」呢（羅 10：9 至 10）？究竟這樣怎能叫

信徒得救呢？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 神義的辯證（羅 9至 11章）	

Ø 神的主權（羅 9：1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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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神的救法（羅 10：1至 21）	

1) 使徒的心願（羅 10：1）：	

「弟兄們、我⼼裏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列⼈得救。」（羅 10：1）	

保羅有一個心願，就是盼望自己的同胞能得到神的救恩，他的願望不是只停留在

心思裡，乃是要實際付上行動的，使徒為以色列人付上禱告的代價。弟兄姊妹，

我們有沒有為自己的骨肉之親獻上禱告呢？	

2) 選民的偏差（羅 10：2至 3）：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但不是按著真知識．」（羅 10：2）	

「因為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羅 10：3）	

以色列人錯失了接受基督的救恩是有其原因的，在此，使徒交待筒中原因：	

a) 只有肉體的熱心：猶太人實在對信仰有熱心，但他們只憑著肉體的熱誠，以致

他們錯失認識耶穌基督是彌賽亞的機會。世上許多人有肉體的宗教熱誠，為信

仰有極大的擺上和犧牲，但這些宗教的熱忱，不能叫他們認識至高的神。	

b) 不是按著真知識：「知識」含有完備或正確及重要的知識的意思；xcii
如此的知

識乃是由經驗得到的	 “experiential	knowledge”	。xciii
為此，中文聖經把「真」

字加上去，為要強調以色列人對神的熱心乃是不符合真理的。

xciv
以色列人不能

認識救主耶穌基督是因為他們沒有這種特殊的知識；他們只憑個人的經驗、理

解、智慧等來了解救恩，結果完完全全把主耶穌拒於門外！	

c) 不知道真神的義：他們不知道神如何稱人為義，誤以為靠己力及行為便可稱義，

結果自討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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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確救恩觀（羅 10：4至 21）：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羅 10：4）	

「摩西寫著說、『⼈若⾏那出於律法的義、就必因此活著。』」（羅 10：5）	

「唯有出於信⼼的義如此說、『你不要⼼裏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

基督來．」（羅 10：6）	

「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裏上來。』」（羅 10：7）	

「他到底怎麼說呢．他說、『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裏、在你⼼裏。』就是我

們所傳信主的道。」（羅 10：8）	

a) 律法的總結（羅 10：4至 8）：	

i) 律法的總結是基督（羅 10：4）：	

(1) 律法的意思：關乎這裡的律法是甚麼？聖經學者有以下兩種不同的見解：

一，摩西的律法；

xcv
二，舊約所有的律法，包括祭祀及節期的條例。

xcvi	

(2) 總結的意思：有關「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的解釋，由於這字在原文方

面有不同的意義（原文編號 5056“telos”），它可以含有「目標」	“goal”	、

「滿足」	 “fulfilment”	或「完結」	 “termination”	等意思。因此，學者的

解釋頗為分歧，基本上可分為以下三種的解釋：	

(a) 基督是律法的目標	 “The	Goal”	：這派學者認為設立律法的目的是要

讓人在基督裡得稱為義，或是說，律法是信徒啟蒙的老師	

“pedagogue”	，把人引領到主耶穌那裡去（加 3：24）；故此，基督

好像律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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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督是律法的滿足	 “The	Fulfillment”	：在登山寶訓裡，主清楚表明

祂來不是要廢掉律法，乃是要成全神的律法（太 5：17）；因此，

這派學者認為基督是律法的滿足。	

(c) 基督是律法的完結	 “The	Termination”	：這派聖經學者認為，他們

相信在基督裡，律法已失去權柄，意即律法已失去效用，人不再伏

在律法的權勢下；

xcvii
亦有學者認為，「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含有

以上的三種意思。簡言之，他們把三種解釋結合在一起。以下是這

派學人的見解：首先，聖經學者相信基督把遵守律法來換取救恩劃

上句號（羅 6：14；羅 9：31；弗 2：15；西 2：14）。二，基督實

在滿足或成全了律法（太 5：17；羅 13：10；提前 1：5）。三，保

羅在此的意思是，基督清楚廢除猶太人誤以為遵守律法為得救之法，

意即不論猶太人或外邦人，全人類皆是倚靠神的恩典來得救的。

xcviii	

ii) 律法與基督的分別（羅 10：5 至 8）：究竟律法與基督之間有甚麼特殊的

分別呢？猶太人以為靠行律法得救，保羅在此剖釋從行律法及藉信靠基督

而得的兩種義。	

(1) 從律法而得的義：似乎在新舊約都有明說，人可靠行律法而得救（羅

10：5；加 3：12；利 18：5），其實人不是按律法的要求而行，雅各

表明，人若觸犯一條律法，就如同犯了眾條（羅 2：10），由於人沒能

力完全遵守，律法只把人陷在咒詛中（加 3：10）。	

(2) 藉信靠基督稱義：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誡命、不是你難⾏的、也不是離你遠的。」（申 30：

11）	

「不是在天上、使你說、誰替我們上天取下來、使我們聽見可以遵⾏

呢‧」（申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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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說、誰替我們過海取了來、使我們聽見可以遵⾏

呢。」（申 30：13）	

「這話卻離你甚近、就在你⼝中、在你⼼裏、使你可以遵⾏。」（申 30：

14）	

(a) 引用舊約的目的：在羅10：6至8，保羅引述申30：12至14的話。

當以色列人快要進入應許地前，摩西叮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明

白神的心意，其中有兩個重點：一，以信心來順服神的結果是蒙福

的；二，拒絕及不順服神是會換來神的管教的。「這話卻離你甚近、

就在你⼝中、在你⼼裏、使你可以遵⾏。」（申 30：14）摩西如此

說話，為要指出這信息離百姓不遠，甚至是靠近他們的口邊，並且

靠近他們的心靈，意即他們可以順服的心來回應神。

xcix	

(b) 象徵的句語：『你不要⼼裏說、誰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領下基

督來．誰要下到陰間去呢．就是要領基督從死裏上來。』（羅 10：

6，7）「天上」及「陰間」是不能見到或不能接近的象徵語。使徒

保羅要鄭重表明，基督的道理或救恩決不是遙不可及的。

c	

(c) 因信稱義的道近在眼前：保羅引用申命記 30：11 至 14 的話，當中

他得著聖靈的感動，把這段聖經靈意化。遠在摩西的時代，神人向

百姓重申神的律法，表明神的話不是難行的，神的聖言離他們不遠，

就在子民的口中、他們的心內。使徒把「基督」放進去，藉此向讀

者說明，你們不用到天上或陰間找基督，祂離我們不遠，如同在信

徒的口中及心中。意即想得神的義不難，若我們口裡承認，心裡相

信，便可稱義（羅 10：9 至 10），相信使徒引用申命記這段聖經，

是與他們解釋口裡及心裡承認救主有關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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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得救的方法（羅 10：9至 10）：	

「你若⼝裏認耶穌為主、⼼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 10：

9）	

「因為⼈⼼裏相信、就可以稱義．⼝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10）	

(1) 交义式平行	“Chiasm	Pattern”	：ci
在一段經文裡，第一與第四組經文的意思

是相同的，而夾在其中的第二及第三組則有相似的意思。

cii	

A 你若⼝裏認耶穌為主、（羅 10：9上）	

B ⼼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羅 10：9下）	

B 因為⼈⼼裏相信、就可以稱義．（羅 10：10上）	

A ⼝裏承認、就可以得救。（羅 10：10下）ciii	

(2) 口裡承認：	

(a) 受浸的宣言：有學者認為，第九節應是初期教會在信仰的宣言，並且可

能在基督徒受浸時，引述這句話。

civ	

(b) 公開的宣言：「⼝裏認耶穌為主」，如此是一種公開的宣告，藉此表明

效忠基督，並且是一種主權的移交。

cv
在言語上，必須承認耶穌基督是

我們個人的救主，這是言語的見證，若人不甘願在言語見證他與基督的

關係，或許他還未得救呢！	

(3) 心裡相信：「因為⼈⼼裏相信、就可以稱義．⼝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羅 10：10）這裡說明信徒是怎樣得救的；人是先在心裡相信，隨後才在



 130 

口裡承認的。

cvi
言語是發自內心的，人在言語上表明自己已是基督徒，但真

實的情況，唯有神及他本人才最清楚。發自內心的信心，是極其真誠的。	

(4) 舊約的應許（羅 10：11至 21）：	

(a) 相信者不羞愧（羅 10：11至 12）：	

「經上說、『凡信他的⼈、必不⾄於羞愧。』」（羅 10：11）	

「猶太⼈和希利尼⼈、並沒有分別．因為眾⼈同有⼀位主、他也厚待⼀

切求告他的⼈．」（羅 10：12）	

『凡信他的⼈、必不⾄於羞愧。』引自以賽亞書第二十八章第十六節，

舊約是譯作「信靠的⼈必不著急」，為何新舊兩約的意思有那麼大差距

呢？	

根據學者克拉克	 “Adam	Clarke”	，保羅極有可能把以賽亞 49：23，「等

候我的必不⾄羞愧」，連同兩處一起運用，帶出信靠主耶穌的人，是不

會羞愧的！

cvii	

(b) 求告者必得救（羅 10：13）：	

「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羅 10：13）	

這節聖經出自舊約小先知約珥書二章三十二節。凡求告主名的，必按照

神的應許，蒙神的悅納及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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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傳福音的勸勉（羅 10：14至 21）：	

「然⽽⼈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

的、怎能聽見呢。」（羅 10：14）	

「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他

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 10：15）	

「只是⼈沒有都聽從福音．因為以賽亞說、『主阿、我們所傳的有誰信

呢。』」（羅 10：16）	

「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7）	

「但我說、⼈沒有聽見麼．誠然聽見了．『他們的聲音傳遍天下、他們

的⾔語傳到地極。』」（羅 10：18）	

「我再說、以⾊列⼈不知道麼．先有摩西說、『我要用那不成⼦民的、

惹動你們的憤恨．我要用那無知的民、觸動你們的怒氣。』」（羅 10：

19）	

「又有以賽亞放膽說、『沒有尋找我的、我叫他們遇見．沒有訪問我的、

我向他們顯現。』」（羅 10：20）	

「⾄於以⾊列⼈、他說、『我整天伸⼿招呼那悖逆頂嘴的百姓。』」

（羅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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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要起來傳福音（羅 10：14至 15）：	

保羅提示讀者要起來傳揚福音，基本上有以下兩個主要原因：	

1. 信道是由聽道而來：若人還未信靠主耶穌，他怎樣知道向祂祈求

呢？若未曾聽聞福音，人怎能得救呢？沒有基督奉差遣起來傳道，

人根本沒有辦法可接受基督的救恩。	

2. 傳道是佳美的職事（羅10：15；賽52：7）：原文是『報福音傳

喜信的⼈、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羅馬書的譯法與舊約的字眼

雖略有差距，但意思卻是一致的，神應許傳道者有佳美的腳蹤，

換言之說，傳道是一佳美的職事。	

(ii) 傳福音的困難（羅 10：16；賽 53：1）：傳福音是極其困難的，普

遍人是不樂意接受神的話，在以賽亞先知的時代是如此，同樣在使徒

保羅的時代也是如此！	

(iii) 傳福音的必要（羅 10：17）：即使傳福音是極其困難，但廣傳

福音是必須的，保羅再次重申，信道是從聽道而來的。	

(iv) 傳福音的果效（羅 10：18；詩 19：4）：保羅借用詩篇的話，

清楚表明，傳揚神的話是有功效的，因為神的說話與人的言語大有分

別，神的話傳開是不會徒然返回的（賽 55：11）。	

(v) 神的心腸肺腑（羅 10：19至 21）：	

1. 神以外邦人來影響祂的百姓（申 32：21；羅 11：11，14；賽

65：1）：神以外邦人來提醒祂的選民，在此，神以激將法來幫

助他們，讓他們好好省察自己所身處的光景。時至今日，基於各

種歷史所遺留下來的的包袱，以色列人仍輕看基督徒。神以外邦

的基督徒來教訓悖逆頂咀的百姓！	

2. 神不間斷伸手招呼祂的百姓（羅 10：21；賽65：2）：從舊約至

新約，神不斷以不同的方式及差派祂的代言人來招呼祂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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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約時代，神更差派祂的獨生兒子到世上，引導百姓歸回自己

的羊圈，因此看見神愛子民的心腸肺腑！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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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真神的恩典（羅 11：1至 30）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神對以色列人有甚麼恩典呢（羅 11：1至 10）？	

2. 對外邦人來說，神有甚麼恩典呢（羅 11：11至 24）？	

3. 為甚麼使徒要提及「以⾊列全家都要得救」呢（羅 11：26）？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 神義的辯證（羅 9至 11章）	

Ø 神的主權（羅 9：1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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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神的救法（羅 10：1至 21）	

Ø 神的恩典（羅 11：1至 30）	

1) 沒有棄絕選民的恩（羅 11：1至 4）：	

「我且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麼．斷乎沒有．因為我也是以⾊列⼈、亞伯拉罕的

後裔、屬便雅憫支派的。」（羅 11：1）	

「神並沒有棄絕他豫先所知道的百姓。你們豈不曉得經上論到以利亞是怎麼說的

呢．他在神面前怎樣控告以⾊列⼈、說、」（羅 11：2）	

「『主阿、他們殺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壇、只剩下我⼀個⼈、他們還要尋索

我的命。』」（羅 11：3）	

「神的回話是怎麼說的呢．他說、『我為自⼰留下七千⼈、是未曾向巴⼒屈膝

的。』」（羅 11：4）	

a) 使徒的保證（羅 11：1）：	

i) 特別詞彙：在保羅的書信裡，「斷乎沒有」出現了十四次（中文聖經和合

本有不同的翻譯），而單單在羅馬書已出現了十次。

cviii	

ii) 舉例說明：保羅清楚證明以色列人沒有全然被神棄絕，他以自己為實例，
cix
雖是猶太人，卻沒有被神放棄，神還讓他可明白耶穌基督的救恩，顯出

主沒有全然離棄以色列人。	

b) 舊約的保證（羅 11：2至 4）：	

i) 神預先知道以色列的軟弱（羅 11：2 上）：使徒保羅直截了當的指出說：

「神並沒有棄絕他豫先所知道的百姓。」以神的預知為推理，保羅指出至

高者沒有棄絕祂的選民。

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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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神預先知道以利亞的軟弱（羅 11：2下至 4；王上 19：10，14）：以利亞

是以色列人所尊崇的先知，但他也曾陷在軟弱中，甚至向神求死。先知誤

以為自己是碩果僅存為神大發熱心的僕人，但神卻指出祂為自己留下七千

人，是沒有向假神低頭的。保羅引述這個事例，為要說明在神的預知裡，

祂是沒有放棄以色列人的。	

2) 神揀選以色列的恩（羅 11：5至 10）：	

「如今也是這樣、照著揀選的恩典還有所留的餘數。」（羅 11：5）	

「既是出於恩典、就不在乎⾏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羅 11：6）	

「這是怎麼樣呢．以⾊列⼈所求的、他們沒有得著．唯有蒙揀選的⼈得著了、其

餘的就成了頑梗不化的．」（羅 11：7）	

「如經上所記、『神給他們昏迷的⼼、眼睛不能看見、耳朵不能聽見、直到今

日。』」（羅 11：8）	

「⼤衛也說、『願他們的筵席變為網羅、變為機檻、變為絆腳⽯、作他們的報

應．」（羅 11：9）	

「願他們的眼睛昏矇、不得看見．願你時常彎下他們的腰。』」（羅 11：10）	

a) 神已留下餘種（羅 11：5至 6）：	

神為自己的名留下一些真心敬畏祂的人，正如在以利亞時代裡，仍有一群忠心

事奉見證耶和華的人。主留下餘種，是基於以下三個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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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不按行為（羅 11：6）：神的揀選與人世間的揀選有很大的差距，人的揀

選是根據條件或行為的，但神的揀選是基於祂的旨意。	

ii) 基於揀選（羅 11：5）：以色列人可認識耶和華，他們可跟隨及事奉祂，

這是出自神無條件的揀選。雖然以色列人一直拒絕基督的救恩，但按照神

的旨意，祂揀選的必然蒙恩得救，這完全是根據祂自己揀選的恩典（羅 11：

5）。	

iii) 基於恩典（羅 11：5 至 6）：「恩典」在這短短兩節經文裡出現了四次，

可見將來有以色列人歸向主，是出自祂的恩情。	

b) 被棄絕的百姓（羅 11：7至 10）：	

i) 百姓的頑梗（羅 11：7）：	

(1) 難解的說話：「唯有蒙揀選的⼈得著了、其餘的就成了頑梗不化的．」

（羅 11：7）「頑梗不化」，意即「變硬」或「變得冷酷」	 “hardened”	

(NET,	ESV,	NASB,	NIV,	NRSV 譯本)。是否神不公平呢？唯有那些蒙揀選

的才得救，其餘不被選召的，難道祂竟使他們成為頑梗不化嗎？	

(2) 神是公平的：神並不是不公平、偏心；在此，保羅要表明一件事，神在

歷史是掌王權居首位的，揀選的真理是說明祂是至高者，唯有祂享有絕

對的權柄；並且揀選是說明神的主動權，若不蒙神的揀選，神的恩便不

能臨到他們身上，而猶太人仍落在頑梗悖逆中。換句話說，神不是使以

色列人硬心頑劣，其實這是他們的獨特性情，若不是蒙神憐憫，頑梗的

心是不會改變的！	

ii) 舊約的預言（羅 11：8 至 10；賽 29：10，13；申 29：3 至 4；詩 69：

22至23）：在舊約裡，多次提及猶太人的心眼是瞎的，從古至今，他們並

沒有絲毫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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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揀選外邦人的恩（羅 11：11至 24）：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麼．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的過失、救恩便臨

到外邦⼈、要激動他們發憤。」（羅 11：11）	

「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他們的缺乏、為外邦⼈的富⾜．何況他們的豐

滿呢。」（羅 11：12）	

「我對你們外邦⼈說這話．因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敬重原

⽂作榮耀〕」（羅 11：13）	

「或者可以激動我骨⾁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些⼈。」（羅 11：14）	

「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復⽣麼。」（羅

11：15）	

「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樹根若是聖潔、樹枝也就聖潔了。」

（羅 11：16）	

「若有幾根枝⼦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

（羅 11：17）	

「你就不可向舊枝⼦誇⼝、若是誇⼝、當知道不是你托著根、乃是根托著你。」

（羅 11：18）	

「你若說、那枝⼦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羅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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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錯．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

反要懼怕。」（羅 11：20）	

「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也必不愛惜你。」（羅 11：21）	

「可見神的恩慈、和嚴厲．向那跌倒的⼈、是嚴厲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

長久在他的恩慈裏．不然、你也要被砍下來。」（羅 11：22）	

「⽽且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為神能彀把他們從新接上。」（羅

11：23）	

「你是從那天⽣的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著性得接在好橄欖上、何況這本樹

的枝⼦、要接在本樹上呢。」（羅 11：24）	

a) 救恩臨及外邦人（羅 11：11至 12）：	

i) 由於選民棄絕救恩（羅 11：11）：由於以色列人硬心不信，這是他們重大

的過失，以致神的計劃有所改變，福音本應先向猶太人傳講的，現今卻轉

給外邦人讓其先得好處（參考徒 13：46；28）。	

ii) 藉此激發以色列人（羅 11：11至 12，參考 11：14）：保羅論到選民的過

失，倘且外邦人得著好處，若他們沒有失腳的話，外邦人所蒙的恩會更大。

現今神的救恩轉向以色列人，主的用心良苦，為要激發以色列人發憤。這

好比父母應允了孩子用功讀書，若成績優異的話，一定會加以獎賞；但現

今孩子不用功讀書，叫父母極其失望，孩子的雙親為要激發孩子向上，竟

把預備給自己親生骨肉的禮物轉送給街上某個孩童。基於嫉妒之故，這孩

子才會得著提醒，並且激發他有所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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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外邦人切勿自誇（羅 11：13至 24）：	

i) 敬重使徒的職份（羅 11：13）：保羅以他為外邦人的使徒自居（徒 9：15；

加 1：16；2：7，9），並且以傳福音為榮。保羅身為猶太人，現今揭示以

色列人的不是，他不想外邦的基督徒藉此輕看他的職分。	

ii) 借助選民才蒙恩（羅 11：15至 16）：	

(1) 英文譯本：「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樹根若是聖潔、

樹枝也就聖潔了。」（羅 11：16）「假若獻上首部分的⽣麵團是聖潔

的，那麼全團也是聖潔的，並且如果樹根是聖潔的，那樣樹枝也是聖潔

的。」16	 If	 the	 first	 portion	 of	 the	 dough	offered	 is	 holy,	 then	 the	

whole	batch	is	holy,	and	if	the	root	is	holy,	so	too	are	the	branches.	

(NET)cxi	

(2) 舊約習俗：「所獻的新麵」（參考民 15：17至 21），參照舊約聖經時，

我們知道以色列人獻上初熟的麥子，代表把全所有的收成歸給神。

cxii	

(3) 兩個比方：使徒保羅先後用了兩個不同的例子，一是生麵團，二是樹木。

cxiii「新麵」cxiv
及「樹根」，有些聖經學者認為這是指亞伯拉罕及列祖，

cxv
也有人指這是指憑信蒙主悅納的以色列人。

cxvi「全團」及「樹枝」則

是外邦基督徒。

cxvii	

(4) 蒙恩之源：在此，保羅表示外邦人可蒙恩得著聖潔的身份及地位，是基

於猶太人的緣故，因為救恩是從他們而來的。	

iii) 原先是野橄欖樹（羅 11：17至 24）：	

(1) 得著肥汁（羅 11：17）：	

(a) 蒙恩的外邦人：「⼀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羅 11：17），呂振

中譯本是這樣翻譯說：「⼀同有分於橄欖樹之肥汁的根」。其它英

譯本則如此翻譯：「橄欖根的豐富」“the	richness	of	the	olive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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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橄欖滋養的根」“the	nourishing	root	of	 the	olive	 tree”	

(ESV)，「橄欖豐富的根」“the	rich	root	of	the	olive	tree”	(NASB95)。

外邦人是被保羅喻為野橄欖樹，猶太人才是橄欖樹。外邦人本不認

識至高的真神，在救恩的門外，陷在罪中，不能自救，但現今因基

督耶穌的緣故，蒙恩得救。	

(b) 藉主耶穌蒙恩：按肉體而論，耶穌基督是猶太人，換句話說，救恩

是從猶太人而來的（約 4：22）。雖然以色人拒絕彌賽亞，但因他

們的拒絕，福音轉向外邦人，以致外邦人得著福音的豐富（「肥

汁」）。	

(2) 不應誇口（羅 11：18至 19）：枝子是蒙樹根供應地下的養分，使枝子

生長。以色列人是樹根，而外邦人則是枝子；保羅以這個比喻來提醒外

邦信徒，神的恩典是間接源自猶太人的，那麼外邦人便決不可向猶太人

誇口了。	

(3) 要存懼怕（羅 11：20至 24）：	

(a) 神仍可砍下枝子（羅 11：21）：神既可刑罰神的選民猶太人，祂亦

可不顧惜外邦人。如此的警告，乃是提醒外邦人切勿誇口。外邦人

應心常存懼怕的心，因為神的刑罰可照樣臨到他們。	

(b) 低劣舊有的本質（羅 11：24）：外邦人是天生的野橄欖樹，他們得

以接駁在好的橄欖樹上，這全屬神的恩典。使徒提醒作為外邦的基

督徒，要了解及明白自己舊有頑劣的本質。	

(c) 本樹的枝子：以色列人本來就是神的選民，好像「本樹的枝⼦」。

由於他們的不信，神竟把「本樹的枝⼦」砍下來。假若他們由不信

轉到相信，接受耶穌基督為彌賽亞，神必定會欣然接納他們回轉的。

外邦人好比野橄欖的枝子，但竟然被接在好橄欖上。通過這個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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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讓外邦人知道自己是何等的蒙恩。再者，神也可以把如同野生

枝子的外邦人砍下來；為此，外邦人應對主存著戰戰兢兢的心。

cxviii	

4) 選民末後歸主的恩（羅 11：25至 36）：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就是以⾊列⼈

有幾分是硬⼼的、等到外邦⼈的數目添滿了．」（羅 11：25）	

「於是以⾊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

除雅各家的⼀切罪惡。』」（羅 11：26）	

「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羅 11：27）	

「就著福音說、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就著揀選說、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

愛的。」（羅 11：28）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 11：29）	

「你們從前不順服神、如今因他們的不順服、你們倒蒙了憐恤．」（羅 11：30）	

「這樣、他們也是不順服、叫他們因著施給你們的憐恤、現在也就蒙憐恤。」

（羅 11：31）	

「因為神將眾⼈都圈在不順服之中、特意要憐恤眾⼈。」（羅 11：32）	

「深哉、神豐富的智慧和知識。他的判斷、何其難測、他的蹤跡、何其難尋。」

（羅 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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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道主的⼼、誰作過他的謀⼠呢。」（羅 11：34）	

「誰是先給了他、使他後來償還呢。」（羅 11：35）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到永遠。阿們。」

（羅 11：36）	

a) 神的奧秘（羅 11：25至 26）：在此，保羅揭示神的奧祕，就是當外邦人得救

的人數添滿後，意即神所定規拯救的外邦人數目已滿足時，神的選民會全然得

贖。以色列人全家不是指歷世歷代的猶太人，乃是指在末後日子裡剩餘的以色

列人。	

b) 早已預言（羅 11：26至 28；賽 59：20至 21；27：9）：保羅引述舊約先知

以賽亞的話，表明神一早已預告這事，神必在祂指定的時間拯救祂的百姓。	

c) 蒙愛的人（羅 11：28至 32）：	

i) 神愛以色列（羅 11：28 至 29）：保羅在這處作一個鮮明的比較，就著福

音來說，以色列人是外邦人信徒的仇敵，因為他們十分抗拒福音，並且選

民極力逼迫基督徒，保羅也曾追捕昔日的基督徒。但按照神的選召，猶太

人是蒙神所愛的。雖然猶太人悖逆頂咀，堅決拒絕神的救恩。但神的恩賜

及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 11：29），從而看見神是何等深愛祂的子民了！	

ii) 神愛外邦人（羅 11：30至 32）：	

(1) 神的憐恤：由於以色列人不順服，救恩轉到外邦人身上，好像外邦人是

蒙了猶太人的憐恤一樣（羅 11：31）。	

(2) 憐恤眾人：神把人全看為不順服的（羅 11：32），定他們有罪（加 3：

22）。雖然保羅沒有明說神愛外邦人，但從字裡行間及歷史裡的例證，

我們看見神同樣愛世上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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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稱頌真神（羅 11：33 至 36；賽 40：13；伯 15：8；耶 23：18；伯 41：

11）：	

發表了神在末後拯救選民的的啟示後，保羅在這小段裡，引述多處舊約的經文，

頌讚至高的主。	

i) 智慧之源（羅 11：33 至 35）：沒有世人可靠己力明白神的智慧，沒有人

曾擔當祂的謀士，也沒有人可把智慧借給神使用，因為祂是萬物的本源，

祂是宇宙萬物最高唯一的智者。	

ii) 萬有之源（羅 11：36）：萬物都是本於祂，也是靠祂而立，並且是屬於祂

的；因此，保羅禁不住在此頌揚祂至高榮耀的名！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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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聖徒的責任（羅 12至 13章）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把自己奉獻給神作活祭與之前十一章的內容有甚麼關係呢（羅 12：1至 2）？	

2. 為甚麼勸導基督徒要服從掌權者呢（羅 13：1至 7）？	

3. 愛的精髓是甚麼呢（羅 13：8至 14）？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 神義的辯證（羅 9至 11章）	

Ø 神的主權（羅 9：1至 33）	

Ø 神的救法（羅 10：1至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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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神的恩典（羅 11：1至 30）	

& 神義的應用（羅 12至 16章）	

在一至八章內，保羅向讀者揭示了神是義者，通過介紹福音的真理，表明祂是義

者，接著的三章聖經內，使徒從歷史的角度，以揀選以色列家、救恩轉向外邦人

及在末後的日子以色列人會全家歸主為實例，辯證神的作為是正確的，祂是宇宙

萬物的義者。	

在最後的一大段裡，神的僕人向收信者表明，既已蒙恩及稱義，應通過行事為人，

彰顯神的義行來。十二至十六章是真理實踐的篇幅。	

Ø 聖徒的責任（羅 12至 13章）	

1) 個人的奉獻（羅 12：1至 2）：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

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 12：1）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意更新⽽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

喜悅的旨意。」（羅 12：2）	

a) 獻上為活祭（羅 12：1）：	

i) 把身體奉獻（羅 12：1）：使徒保羅以圖像化的說話來帶出奉獻的真理。

「將身體獻上」，這絕對不是指信徒只把肉身奉獻便可以了，乃是指全人

的呈獻給神。

cxix	

ii) 保羅的善勸（羅 12：1）：	

(1) 「勸」（原文編號 3870）：含有嚴肅及慎重的勸告、懇求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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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慈悲」（原文編號 3628）：是眾數，顯示神的慈悲是眾多及豐富的。

使徒不以強權來迫信徒，乃以神諸般豐富的慈悲勸勉讀者。留意保羅在

十二章第一節所用的連接詞是「所以」，這連接詞把頭十一章的經文串

連起來，提醒信徒要因為神憐憫世上所有的罪人，為他們設立救恩，稱

凡信靠基督的人為義，由罪人變成神的兒女，並且可享有眾多的恩典，

因此我們當把自己獻上！	

iii) 合理的服事（羅 12：1）：「理所當然」（原文編號 3050），希臘文含有

合理、根據理由合邏輯的意思；

cxx
中文聖經和合本把原文的意思準確的翻

譯出來。	

b) 奉獻的果效：	

i) 蒙神悅納（羅 12：1）：原文「喜悅」（原文編號 2101）含有喜悅或悅納

的意思。把自己獻上為活祭，是蒙主悅納的，神樂意接納這種人的獻身。	

ii) 敬拜高峰（羅 12：1）：	

(1) 原文詞彙：「事奉」（原文編號 2999），分別含有事奉神、根據利未

記的法則來服事神及敬拜或施行神聖的服事的意思。	

(2) 最高境界：不少人只把崇拜局限在主日裡，但敬拜的神的最高峰，乃是

將自己獻上，作為活生生的祭物！	

iii) 心意更新（羅 12：2）：	

(1) 不效法：在此，保羅勸勉信徒不要效法（原文編號 4964）這世界，意

即不要學效世人敗壞生活的模式，乃要積極的、正面地讓心意更新而變

化，察驗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2) 要更新：	

(a) 「更新」（原文編號 342）：這是質量的更新，cxxi
它不但有更新意

思，亦含有成為更優勝的意思。

cxxii
如此的改變，乃是源自聖靈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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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把信徒的思想改變過來。

cxxiii
聖靈就好像編寫電腦程式的人，把

程式改寫一般	“reprogram”	。	

(b) 「變化」（原文編號 3339）：可以解作改變成新的形狀、變化或變

像等基本意思。

cxxiv
英文「蛻變」	 “metamorphosis”	，乃是源自這個

希臘文動詞的。

cxxv
變化不是一次過的，而是一生之久的追求及成長。

cxxvi
同樣是，「變化」是聖靈在信徒生命裡不斷的工作（弗 5：18；

西 3：10）。	

(c) 神及人的配合：似乎保羅提論到心思意念的更新，好像是單靠信徒

個人的努力，但其實使徒的意思是，獻上自己是我們應有的回應和

責任，當如此行時，信徒的心思意念便會起了很大的變化。一個獻

身者，必然會愈來愈認識神的良善及明白祂至高的旨意。	

2) 肢體的生活（羅 12：3至 21）：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說、不要看自⼰過於所當看的．要照著神所分

給各⼈信⼼的⼤小、看得合乎中道。」（羅 12：3）	

「正如我們⼀個身⼦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樣的用處。」（羅 12：4）	

「我們這許多⼈、在基督裏成為⼀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羅 12：

5）	

「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豫⾔、就當照著信⼼的程度說豫⾔．」

（羅 12：6）	

「或作執事、就當專⼀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教導．」（羅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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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勸化的、就當專⼀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

的、就當甘⼼。」（羅 12：8）	

a) 對自己應有正確的評估（羅 12：3）：	

i) 三個詞彙：保羅在此用了三個特別的字眼，就是「看」	 “phronein”	、cxxvii

「過於所當看」	“huperphronein”		cxxviii及「看得合乎中道」 “sōphronein”	。

cxxix3	For	by	the	grace	given	to	me	I	say	to	everyone	among	you	not	to	think	of	

himself	more	highly	（「過於所當看」原文編號 5252）than	he	ought	 to	

think（「看」原文編號 5426）,	but	to	think	with	sober	judgment（「看得

合乎中道」原文編號 4993）,	each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faith	that	God	

has	assigned.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1) 「看」：應該這樣思想	“ought	to	think”	。	

(2) 「過於所當看」：驕傲的想 	 “to	 over-think,	 to	 think	 above,”	 thus	 “to	

proudly	think”	。	

(3) 「看得合乎中道」：正確的思想	“to	be	in	one’s	right	mind”	。cxxx	

ii) 真理應用：這三個不同的看見，乃是與基督徒和睦同居的秘訣。人不單對

自己有正確的看見，也要對別人有正確的看見。由於基督徒在教會內，看

自己太重要，卻輕看及藐視別人，以致神的家充滿嫌隙及紛爭！	

b) 對別人應有正確的評估（羅 12：4至 8）：保羅不敢以個人的見解教導信徒，

乃以神所賜給他的恩指教讀者。在神的家裡生活，首先要有正確的看見，接著

才有合宜的操守及行為。	

i) 基督與信徒合一的真理（羅 12：4 至 5）：信徒的關係非常密切，彼此互

為肢體，是不可分割的，是連於元首基督的；在此，基督徒若要認識及實

踐肢體的生活，合一的真理是極其要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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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按所得的恩賜事奉真神（羅 12：6 至 8）：凡信靠基督者都蒙神賜下恩賜，

恩賜要正確使用的。使徒保羅教導信徒如何準確的運用神所賜給信徒獨特

的恩賜。	

(1) 按信心說預言（羅 12：6）：在初期教會，由於當時的需要，神賜下說

預言的恩賜給基督徒，作為提醒信徒之用。說預言的基本原則，是要按

信心的程度，相信保羅的意思是，當說預言時，要清楚知道並深信這是

出自主，否則便不應把它說出來。	

(2) 專一的作執事（羅 12：7）：「執事」（原文編號 1248）可譯作服事，

cxxxi
如神委派推廣及傳揚信仰的人、基督徒慈惠服事的崗位、預備及派

發食物的服事等。	

(3) 專一的作教師（羅 12：7）：神所賜其中的一種恩賜是教導的恩賜，他

們的職事就是教導人明白真理及應用神的話（原文編號 1321及 1319）。	

(4) 專一的作勸化（羅 12：8）：神的家裡，有些神將勸勉人的恩賜加給某

些肢體，使他們成為勸勉之子。	

(5) 誠實的作施捨（羅 12：8）：	

(a) 「施捨」（原文編號 3330）：可解作「給予」	“to	impart”	。有施捨

恩賜的弟兄姊妹，應誠實（原文編號 572）去作。這字含有真誠、

心思上的誠實、無私、存不偏見及無私的慷慨等意思。	

(b) 大公無私：保羅的教導真有獨特的看見，作為施贈者，首要的條件

就是大公無私。	

(6) 殷勤的作治理（羅 12：8）：「治理」（原文編號 4291）：可解作監

管、監護及看顧的意思。作為神家的治理者，要勤勤力力的去照顧群羊

的需要。	

(7) 甘心的憐憫人（羅 12：8）：「甘⼼」（原文編號 2432）可解作甘心

樂意或作好準備的心。憐憫人是隨時的、是常作準備的，並且憐憫人應

是出自甘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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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處及共處應有的操守（羅 12：9至 21）：	

「愛⼈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羅 12：9）	

「愛弟兄、要彼此親熱．恭敬⼈、要彼此推讓。」（羅 12：10）	

「殷勤不可懶惰．要⼼裏⽕熱．常常服事主。」（羅 12：11）	

「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羅 12：12）	

「聖徒缺乏要幫補．客要⼀味的款待。」（羅 12：13）	

「逼迫你們的、要給他們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詛。」（羅 12：14）	

「與喜樂的⼈要同樂．與哀哭的⼈要同哭。」（羅 12：15）	

「要彼此同⼼．不要志氣⾼⼤、倒要俯就卑微的⼈。〔⼈或作事〕不要自以為

聰明。」（羅 12：16）	

「不要以惡報惡、眾⼈以為美的事、要留⼼去作。」（羅 12：17）	

「若是能⾏、總要盡⼒與眾⼈和睦。」（羅 12：18）	

「親愛的弟兄、不要自⼰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或作讓⼈發怒〕因為

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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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喫．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就

是把炭⽕堆在他的頭上。』」（羅 12：20）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羅 12：21）	

基督徒有私人的時間去面對神及自己；也有社交及教會團契的生活，在此保羅

提供了一些信徒自處及與人共處的祕訣。	

i) 自處的真理：	

在個人獨處中，保羅提醒信徒要有以下的操守：	

(1) 殷勤不懶惰（羅 12：11）：基督徒應有殷勤作工的心及行動，在教會

的事奉上或在工作的崗位上都有這種美好的操守。	

(2) 常火熱事主（羅 12：11）：保羅沒有教導人如何可火熱事主，但服事

主應有的心態及表現是火熱的。在個人自處中，應常常檢討自己屬靈的

狀態。	

(3) 指望中喜樂（羅 12：12）：基督徒是活在指望中的人，我們是滿有盼

望的人；因此，信徒們應常常存著歡喜快樂的心面對前面的日子。	

(4) 患難中忍耐（羅 12：12）：神的兒女走世上的路，難免遭遇患難和困

苦，但我們要學習忍耐，藉著倚靠主的恩忍受這些難處。	

(5) 禱告要恆切（羅 12：12）：恆切禱告就是基督徒得的勝祕訣之一，當

聖徒甘願多以禱告倚靠主，以祈禱來支取天上的動力時，我們必能殷勤

不懶惰，心裡也會火熱的事奉主，並可在指望中喜樂，更加有忍耐的力

量面對各樣的患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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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共處的真理：	

(1) 彼此相愛的真理（羅 12：9至 10）：	

(a) 不可虛假（羅 12：9）：「愛」（原文編號 26）	 “agape”	，這是崇

高及無私的愛。「不可虛假」（原文編號 505），原文含有真誠、

真確、沒有假裝的意思。基督徒與同伴相處，切不可戴上假面具，

以真誠的態度來愛人是最為重要的。	

(b) 惡要厭惡（羅 12：9）：希臘文「厭惡」（原文編號 655），意即

不喜歡、厭惡、存著懼怕；讓我知道聖徒恨惡罪惡或惡事應有的態

度。簡言之，在教會生活裡，愛人是要根據聖經真理，而決不可同

流合污的。	

(c) 善要親近（羅 12：10）：「親近」（原文編號 2853），含有用膠

粘合、綁緊、連結等意思。意即基督徒親近美善的事，應與美善事

情結伴，與它有緊密的關係。	

(d) 彼此親熱（羅 12：10）：「親熱」（原文編號 5387）含有父母與

子女或夫妻之間彼此的愛情，熱切或熱情的愛。「愛」（原文編號

5360）	“philadelphia”	，可解作弟兄姊妹的愛或新約時代基督徒互為

弟兄姊妹的愛。如此的愛，說明基督徒應持如此的本質或態度來彼

此相愛。	

(e) 要恭敬人（羅 12：10）：彼此相愛的祕訣是要存恭敬的心對待別人。

對待弟兄姊妹要恭恭敬敬，要尊重對方及其感受，這才是彼此相愛。	

(f) 彼此推讓（羅 12：10）：	

(i) 原文聖經：希臘文（原文編號 4285）含有往前引路、往前帶領

及往前作領袖的意思；

cxxxii
中文聖經卻把原文的精綷扼要的演譯

出來。這裡的意思，不是把自己放在人家之前，或自視為最重要，

而是把人家放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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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的問題：信徒不能彼此相愛的原因之一，是不夠謙讓，人人都

想在教會作帶領、作領袖，於是彼此不能互相接納，引來磨擦及

不和！	

(2) 幫助聖徒的真理（羅 12：13）：在這節聖經出現了兩個字眼：	

“koineneo”	（原文編號 2841）及 	 “chreia”	（原文編號 5532）。	

“koineneo”	有進入團契或相交裡，成為一分享者或同伴的意思。而	

“chreia”	則含有需要及需用的意思。因此，和合本及某些譯本就把這節

聖經意譯化。	

(3) 款待客人的真理（羅 12：13）：英王欽定本在此用了	 “hospitality”	

（原文編號 5381），希臘文含有對陌生人的愛、好客或殷勤款待的意

思。基督徒應款待客人，盡地主之誼，讓人可感受到基督的愛。	

(4) 為義受苦的真理（羅 12：14）：另一功課基督徒需學習的，是為義受

苦的真理；若有人逼迫你，作為神的兒女，應為他祝福，而不是咒詛

（太 5：44；路 6：28）。這功課不易學習，但若明白了迦略山上的愛，

便會嘗試學習忍讓，並且會為他的對頭人難過，繼而會為他禱告求恩。	

(5) 同享喜樂的真理（羅 12：15）：當信徒看見人家經歷開心的事情，正

常的反應是與他一同快樂，與他一同分享喜樂。	

(6) 共負憂患的真理（羅 12：15）：基督徒互為肢體，當有弟兄姊妹有眼

淚、有憂愁時，我們應與他們一同難過，一同流淚；這是對別人最大的

支持及安慰（林前12：26；腓2：17）。與人家一同流淚，勝過千言萬

語，帶給受苦者莫大的安慰。	

(7) 操練同心的真理（羅 12：16至 21）：這段落可算是保羅教導信徒操練

同心的言論；基督徒是一家人，若不同心，根本很難同走天路，不能有

效的事奉及見證主的名。學習同心，有以下幾點須留意的：	

(a) 不要志氣高大（羅 12：16）：	

(i) 原文的詞彙：「不要志氣⾼⼤」，在希臘文裡是由幾個不同字眼

組合而成的。一，其中一個字就是

「心思」	 “mind”	（原文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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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這個字本身可有三種不同的用法，其中就是「感到」	

“to	feel”	或「認為」	“to	think”	。二，「高大」，英王欽定本譯作

「高的東西」	“high	things”	。這個原文詞彙（原文編號 5308），

意即「極高」或「高」的意思；用作比喻，則是「傑出」及「崇

高」的意思。

cxxxiii
簡言之，信徒要學習放下傲慢、驕傲的態度，

這樣才可與別人同心。	

(ii) 難操練同心：志氣高大的人很難操練同心，因為他們自以為是，

這是自我中心的表現，他們不懂或不喜歡聽人家的意見，也不會

體貼別人的感受。	

(b) 俯就卑微的人（羅 12：16）：	

(i) 原文詞彙一：「俯就」（原文編號 4879），可解作「一起」	

“together”	或用作比喻，含有被某事物吸引，以致失去自己一般。

英文可譯作	“to	be	carried	away	with”	。cxxxiv
羅馬書這處的意思，

是指人不被人的卑微所動，反被他所吸住，如同降服在這人的面

前一樣。基於同情心的驅使，信徒便會進到卑微者中，與他們結

伴同行。

cxxxv	

(ii) 原文詞彙二：「卑微」，在原文指其地位是低、卑微的。	

(iii) 真理應用：

神家裡有些人是出身寒微的，他們學識不高、理

解能力也可能很低，但為要同心同行，許多時間是要減慢步伐，

多聆聽他們的意見及知道他們的感受，那麼，信徒與信徒之間的

隔膜，便可減低一點。為要達至同心同行，這些代價是必須付出

的！	

(c) 不要自以為聰明（羅 12：16）：若信徒自以為聰明，便很容易落在

驕傲裡，不能自拔，並且這種人比較容易輕看別人，會把對方的意

見及看法拒於門外，只看重自己的一套，結果就成為同心很大的阻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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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要小心和謹慎（羅 12：17）：雖說要同心同行，但同心是要有屬靈

原則的；基督徒不能單為了同心，就放下聖經的原則而去遷就對方；

因為眾人以為美的事，並不一定是美事，否則我們便與眾人同流合

污了！	

(e) 盡力與人和睦（羅 12：18）：保羅的教導十分周詳，顧及到各方面

的環境及需要。若是可行，意即在不違反真理下，我們應盡力與別

人和睦相處。這樣才能達至同心同行的真理。	

(f) 寧願學習吃虧（羅 12：17，19 至 21）：在實踐同心真理的過程中，

少不免有誤會或磨擦，但若人甘心樂意吃虧的話，問題就可迎刃而

解了！	

(i) 不要以惡報惡（羅 12：17）：在神家裡充滿蒙恩的罪人，基督

徒也有罪性，會犯罪傷害別人的；因此，緊記不要以惡報惡。若

在教會內以惡報惡，我們便失去見證，並且問題會更惡化，最後

信徒之間也會失去同心。	

(ii) 不要自己伸冤（羅 12：19；申 32：35）：遇上這樣的事故，基

督徒不用為自己出頭或伸冤，只將事情交託仰望，主必為我們主

持公道。	

(iii) 寧願為主讓步（羅 12：19）：肯吃虧的第一步，是甘願讓

步；若信徒願意放下自己，為主的緣故寧可讓步的話，教會便會

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紛爭。	

(iv) 學習以善勝惡（羅 12：20至 21；箴 25：21至 22）：	

1. 背景：保羅引用箴言 25：22的話。有學者認為，箴言書是借

用埃及人昔日處治犯人的一種手法，罪犯要把一盆炭火放在

頭上，表示覺悟及悔改的意思。

cxxxvi	

2. 解釋：一，通過善行，基督徒叫他們的對頭人感到羞愧及自

責，因而叫人悔改及信主。二，保羅的總意是提醒信徒，切

勿以惡報惡，應以德報怨，如此叫對頭人的思想改變過來；

故此，人與人之間的怨恨，自然便會化解了！

cx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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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服從掌權者（羅 13：1至 7）：	

「在上有權柄的、⼈⼈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

都是神所命的。」（羅 13：1）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羅 13：2）	

「作官的原不是叫⾏善的懼怕、乃是叫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懼怕掌權的

麼．你只要⾏善、就可得他的稱讚．」（羅 13：3）	

「因為他是神的用⼈、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卻當懼怕．因為他不是

空空的佩劍．他是神的用⼈、是伸冤的、刑罰那作惡的。」（羅 13：4）	

「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為刑罰、也是因為良⼼。」（羅 13：5）	

「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這事。」（羅

13：6）	

「凡⼈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

當懼怕的、懼怕他．當恭敬的、恭敬他。」（羅 13：7）	

(1) 認識權柄的源頭（羅 13：1至 2）：首先我們要認識權柄的源頭，一切

權柄是源自神，基本來說，基督徒是不應反政府的，保羅鄭重聲明，抗

拒政府的權柄，是抗拒神的權柄。當然當政權禁止人信奉基督或傳揚真

理時，我們便絕對不能接受，因為這是違反神的旨意的（徒 4：18 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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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立掌權者的原因（羅 13：3至 4）：	

(a) 保障市民的權益（羅 13：3 至 4）：為何神賜與這些人世上的權柄

呢？神讓這些世上的君王、長官擁有權柄，為要保障大眾市民基本

的權益。	

(b) 刑罰違法的惡人（羅 13：3 至 4）：基督徒不用怕有權勢的長官，

因為若盡了市民的責任，必受他的讚賞（羅 13：3）。世上的掌權

者是為了刑罰惡人而設的，叫違法者受當得的報應。	

(3) 履行公民應有的責任（羅 13：5至 7）：	

(a) 背景：保羅寫這段書信時，有學者認為當時的人極有可能是違反地

上的法律，不肯交稅項，與政府對峙。	

(b) 真理：保羅提到信徒應接受及遵守地上合理的法律，有以下四個主

要原因：一，掌權者的權柄源自神（羅 13：1）；二，違抗者必受

罰（羅 13：3，5）；三，信徒是必須順服的（羅 13：5）；四，也

是為良心的緣故（羅 13：5）。基督徒應有良知，明白一個國家提

供的服務、福利及保障等，所有市民應有責任付出代價去得著這些

權益的。	

(4) 緊記的真理（羅 13：8至 14）：	

「凡事都不可虧⽋⼈、唯有彼此相愛、要常以為虧⽋．因為愛⼈的就完

全了律法。」（羅 13：8）	

「像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不可偷盜、不可貪婪、或有別的誡命、都

包在愛⼈如⼰這⼀句話之內了。」（羅 13：9）	

「愛是不加害與⼈的、所以愛就完全了律法。」（羅 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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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

初信的時候更近了。」（羅 13：11）	

「⿊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羅 13：12）	

「⾏事為⼈要端正、好像⾏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邪蕩．不

可爭競嫉妒。」（羅 13：13）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體安排、去放縱私慾。」（羅 13：

14）	

保羅提及有關信徒應活出神的義來，當中論及有關聖徒的責任；最後，

他在這處有小小的結論，讓信徒知道及緊記，有兩個非常重要的真理是

屬神的子民要持守的。	

(a) 愛人如己（羅 13：8至 11）：	

愛有正反兩方面：包括積極及消極兩方面的真理。	

(i) 常以為虧欠（羅 13：8）：	

1. 「虧⽋」（原文編號 3784）：可指作欠債的意思。	

2. 真理：保羅在此教導信徒，不可虧欠別人，但唯一的儥務可

虧欠別人的，是欠人愛的債項；要緊記自己常虧欠愛的債項。

當我們思想到虧欠別人那麼多愛心時，便會盡力及設法償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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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不加害於人（羅 13：9至 10）：	

1. 不同譯本：中文和合本參照其它聖經譯本（	“RV”	，	 “RSV”	，	

“NEB”	，	“NIV”	等譯本），把「不可作假見證」（第九誡）刪

除了。（

9	For	this,	Thou	shalt	not	commit	adultery,	Thou	shalt	

not	kill,	Thou	shalt	not	steal,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Thou	shalt	not	covet;	and	if	there	be	any	other	commandment,	

it	 is	briefly	 comprehended	 in	 this	 saying,	namely,	Thou	shalt	

love	thy	neighbour	as	thyself.（羅 13：9，英王欽定本）cxxxviii
）

雖然許多現今學者認為英王欽定本所參考的古卷不最可靠，

但仍有學者從學術的角度，證明英王欽定本所使用的古卷是

最可靠的	 “Textus	Receptus”	。為何人會作假見證呢？因為人

自我中心，以自己的利益為大前題，茫顧別人的利益，以致

隨便說謊，這是沒有愛心的表現。「不可貪婪」（第十誡），

真心愛別人，便不會貪求別人的東西。	

2. 十誡要義：十誡的要義是愛神和愛人（太 22：37 至 40；可

12：28至 31）。	

3. 愛的功課：愛的功課有正反兩面的，「不可姦淫」（第七

誡），說明若人真正愛自己的妻兒或丈夫的話，便不會犯姦

淫叫自己的愛人痛苦。「不可殺⼈」（第六誡），人若愛人，

便不會傷害他人的身體。「不可偷盜」（第八誡），人若對

他人有心，便不會傷害別人的利益，以致偷取別人的物品或

好處。	

(b) 披戴基督（羅 13：11 至 14）：留意在此保羅所用的連接詞「再者」

（羅 13：11），cxxxix
表明這是除了實踐彼此相愛外，是在使徒心裡

第二件看重的事，即是有關基督徒必須披戴基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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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睡醒的原因（羅 13：11）：「再者、你們曉得現今就是該趁早睡醒

的時候、因為我們得救、現今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羅 13：11）	

(a) 得贖的日子已近：保羅提醒基督徒要從沉睡中起來，原因就是信

徒得贖的日子愈來愈近了，意即人生十分短暫，各人將會很快的

朝見主，在祂的面前得著榮耀的身體。	

(b) 全然成聖的日子：罪人信靠主耶穌，罪得著赦免，靈魂得著救贖，

這只不過是福音的部份內容；聖經還明說，信徒必得著榮耀的身

體，保羅稱之為「全然成聖」（林前 15：35 至 54；帖前 5：

23）。	

(2) 睡醒的呼籲（13：11）：單單在第十一節，「現今」的字眼已出現

了兩次。保羅又提及「該趁早」。使徒保羅向在羅馬的基督徒作出重

要的呼籲，就是叫他們現今就要醒起來，也要該趁早的睡醒，不要再

沉睡。	

(3) 睡醒的比方（羅 13：13，14）：保羅藉著比方	 “analogy”	，來說明

基督徒從靈性沉睡中應有的表現：一，「⾏事為⼈要端正、好像⾏在

白晝．」（羅 13：13）二，「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體安

排、去放縱私慾。」（羅 13：14）	

(4) 脫衣的比方：「我們就當脫去暗昧的⾏為」（羅 13：12）。保羅以

脫衣服為例子，說明何謂真正心靈的甦醒。假若信徒果真從靈裡的沉

睡夢醒的話，一定會決心把暗昧可恥的行為除去。	

(5) 穿衣的比方：「帶上光明的兵器」（羅 13：12）及「總要披戴主耶

穌基督」（羅 13：14）「兵器」有英文聖經譯本翻譯作「軍裝」 

“armor”	 (NIV	and	NKJV)。保羅提醒信徒要從睡夢中醒來，並且要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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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光明的軍裝。使徒所用的比方，囑吩信徒「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

（13：14），把主耶穌基督如同作衣服一般的穿上，意即要在行事

為人上彰顯基督，讓別人知道自己乃是基督徒。這就與先前保羅所講

的話，「⾏事為⼈要端正、好像⾏在白晝」（羅 13：13），有類同

的意思，信徒的一舉一動，要光明正大，絕不可暗瞞可恥。	

(6) 睡醒的表現（羅 13：12，13，14）：「⿊夜已深、白晝將近．我們

就當脫去暗昧的⾏為、帶上光明的兵器。」（羅 13：12）「⾏事為

⼈要端正、好像⾏在白晝．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邪蕩．不可爭競

嫉妒。」（羅 13：13）「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體安排、

去放縱私慾。」（羅 13：14）	

(a) 極重要的連接詞：留意在此保羅所用的連接詞「再者」（羅

13﹕11），表明這是除了實踐彼愛相愛外，這是在使徒心裡第

二件看重的事，即是基督徒必須披戴基督了！在第十四節裡的

「總要」，在新英王欽定本及新國際譯本卻翻作「更應該」	

“rather”	，帶出一個極重要及寶貴的教訓，就是基督徒切勿為肉

體安排，去放縱私慾，對信徒而言，披戴基督是最合宜的。	

(b) 行為端正的定義：原文「端正」（原文編號 2156），有「合宜

的舉止」	“seemly	manner”	及「端莊」的意思。	

(c) 嚴禁邪惡的行為：	

(i) 「不可荒宴醉酒」。「荒宴」	“komos”	（原文編號 2970），

這希臘文詞彙是源自希臘神明「歌莫斯」	 “Comus”	，乃是宴

樂及享樂的神。

cxl
有學者的研究，這是於晚上進行的遊行，

那些喜歡狂歡作樂及喝得半醉的人，在晚宴後拿著火炬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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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音樂，於男女朋友的面前，唱歌作樂，敬奉異教「巴克斯」	

“Bacchus”	神或其它神明。cxli
「巴克斯」，別名「狄安尼斯」	

“Dionysus”	，乃是希臘神話中的神明，它是「宙斯」	 “Zeus”	

的兒子，乃是酒和植物的神	 “god	of	wine	and	vegetation”	。

cxlii
現今這字眼是用來描寫那些直至夜深才結束的飲宴及狂歡

宴樂。「醉酒」（原文編號 3178），即酩酊大醉的意思。荒

宴與酒精經常連在一起，彼此不能分開。	

(ii) 「不可好⾊邪蕩」。「好⾊」（原文編號 45）	 “koite”	，可

以指「姦淫」或「在同居中合法或非法的性關係」。

cxliii「邪

蕩」（原文編號 766），可作「不受仰制的情慾」、「在道

德上不受控制」、「淫蕩」等意思。

cxliv	

(7) 披戴主耶穌：	

(a) 得救的起步點：在加拉太書內，使徒保羅告訴我們，當基督徒接

受救恩時，他們便開始披戴基督了（加 3：27）。cxlv	

(b) 活出耶穌基督：「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為⾁體安排、去放

縱私慾。」（羅 13：14）這節可算為羅馬書 12：1至 13：13的

總結。藉著耶穌基督的救贖，信徒不但因信稱義，並且因而被稱

為聖徒。

cxlvi
因信稱義是信仰的起歩點，基督徒應愈來愈像恩主，

為成聖生活付上代價。在每天的行事為人裡，信徒應活出耶穌基

督，意即流露新生命的樣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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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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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聖徒的自由（羅 14：1至 15：13）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誰是「信⼼軟弱的」人（羅 14：1）？	

2. 為甚麼保羅要用這樣長的篇幅來談論信徒飲食的自由呢（羅 14：1至 23）？	

3. 保羅為何提醒信徒要學效基督的榜樣呢（羅 15：3至 13）？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 神義的辯證（羅 9至 11章）	

& 神義的應用（羅 12至 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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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聖徒的責任（羅 12 至 13 章）：保羅清楚向基督徒表明，作為神兒女者應有

責任活出新生命的樣式，並且應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乃是信徒雖可享

有自由，可作一些真理範圍內的事情，這是在真理內的自由；但仍需小心，

有時為了別人的緣故，寧可放下自己應有的自由，免得叫信心軟弱者跌倒！	

1) 聖徒的自由（羅 14：1至 15：13）：	

a) 信徒飲食的自由（羅 14：1至 23）：	

i) 接納信心軟弱者（羅 14：1至 6）：	

「信⼼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但不要辯論所疑惑的事。」（羅 14：1）	

「有⼈信百物都可喫．但那軟弱的、只喫蔬菜。」（羅 14：2）	

「喫的⼈不可輕看不喫的⼈．不喫的⼈不可論斷喫的⼈．因為神已經收納

他了。」（羅 14：3）	

「你是誰、竟論斷別⼈的僕⼈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在．

⽽且他也必要站住．因為主能使他站住。」（羅 14：4）	

「有⼈看這日比那日強．有⼈看日日都是⼀樣．只是各⼈⼼裏要意見堅

定。」（羅 14：5）	

「守日的⼈、是為主守的．喫的⼈、是為主喫的、因他感謝神．不喫的⼈、

是為主不喫的、也感謝神。」（羅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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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已收納信心軟弱者（羅 14：1至 6）：	

(a) 背景：	

(i) 食物：	

1. 飲食文化：每一個民族皆有自己飲食的文化，甚至某些哲學

學院亦有自己飲食的習俗。對猶太人來說，他們是不吃豬肉

的，而希臘人則視豬肉為美食。

cxlvii	

2. 祭祀神明：有些異教是與偶像及不道德聯繫在一起的。由於

有些肉類或食物是曾獻給異教神明的，並且在未歸信基督前，

有些基督徒是信奉這些信仰的；為這緣故，這些信徒決不吃

肉。以上是某些解經家的推論。

cxlviii	

3. 屠宰方式：由於羅馬書這段經文隻字沒有提及神明或偶像，

那麼與哥林前書八及十章的問題不同。在羅馬教會內，有些

猶太基督徒揀選素食，乃是因為外邦人不根據舊約的條例來

屠宰牲畜，因此他們不願被沾污（利 11：3至 47）。cxlix	

(ii) 日子（羅 14：5至 6）：關乎日子的問題，聖經學者有以下不同

的見解。	

1. 特別的日子：猶太人遵守不少的日子，而這些特別的日子是

與飲食條例連在一起的。

cl	

2. 禁食的日子：有些學者認為這是關乎禁食日子的爭論；但這

種講法欠缺說服力，因為對初期教會或猶太教來說，禁食決

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cli	

3. 猶太安息日：在過去的日子裡，埃及法老王視猶太人敬拜神

為懶散的表現（出 5：17）。同樣地，羅馬人亦視猶太人要

求在安息日不作工為躲懶的藉口。

clii
極有可能，保羅是向羅

馬教會解釋守與不守安息日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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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原則：	

(i) 神已接納信心剛強的人：	

1. 信心軟弱之意：「信⼼軟弱」不是指信靠基督不夠信心，也

不是指不清楚得救的信徒。根據上文下理的內容，這應是指

到那因食物或日子而產生不同見解或信仰的人（羅 14：2）。

為何有些信徒只吃菜蔬呢？可能當時肉類曾獻給外邦神明或

不依照猶太人的方法屠宰動物，因此為著良心的緣故不吃肉。

另外一些信徒為主守日，可能仍依猶太人的節期刻意死守某

些日子（西 2：18）。	

2. 要彼此接納：「喫的⼈不可輕看不喫的⼈．不喫的⼈不可論

斷喫的⼈．因為神已經收納他了。」（羅 14：3）「因為神

已經收納他了」，這裡的「他」，乃是指自命信心剛強者。

cliii
（參考英譯本：The	one	who	eats,	let	him	not	be	treating	

with	contempt	the	one	who	does	not	eat;	and	the	one	who	

does	not	eat,	let	him	not	be	criticising	the	one	who	eats,	for	

God	received	him.	(Kenneth	S.	Wuest,	The	New	Testament:	An	

Expanded	Translation	(Grand	Rapids,	MI:	Eerdmans,	1997).）

這不是說，神只接納信心剛強的信徒，而是指不吃肉的信徒

決不可因同伴吃肉而不接納對方。簡言之，保羅的態度是要

接納那些對飲食條例持不同見解的信徒。	

(ii) 不應辯論所疑惑的事（羅 14：1）：在處理這些事上，若遇到有

疑惑或不最明確的時候，就不應辯論了！	

(iii) 個人不同獨特的領受（羅 14：5 至 6）：在教會內，對於飲

食的問題，各人會持不同的意見；但神的僕人提醒信徒存有的心

態是，無論是守日或不守日，無論是吃或不吃肉，皆要為主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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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不應該彼此論斷（羅 14：7至 12）：	

「我們沒有⼀個⼈為自⼰活、也沒有⼀個⼈為自⼰死。」（羅 14：7）	

「我們若活著、是為主⽽活．若死了、是為主⽽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

總是主的⼈。」（羅 14：8）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並活⼈的主。」（羅 14：9）	

「你這個⼈、為甚麼論斷弟兄呢．又為甚麼輕看弟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

神的臺前。」（羅 14：10）	

「經上寫著、『主說、我憑著我的永⽣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必向

我承認。』」（羅 14：11）	

「這樣看來、我們各⼈必要將自⼰的事、在神面前說明。」（羅 14：12）	

(1) 基督徒是屬主的人（羅 14：7至 9）：基督徒是屬神的兒女，各人應為

主而活；既是屬主的人，就應認定不論吃喝甚麼，也應為主而作。	

(2) 各人要在主前交賬（羅 14：10 至 12）：主是審判人的主（羅 14：11；

賽 45：23；腓 2：10 至 11），連信徒所作的一切大小事情，都要陳明

在祂的面前，因此要謹慎，不要以我們有限的智慧來批判弟兄姊妹，斷

定他們是對或錯！	

iii) 不應該絆倒別人（羅 14：8至 23）：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論斷．寧可定意誰也不給弟兄放下絆腳跌⼈之物。」

（羅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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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憑著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唯獨⼈以為不潔淨的、

在他就不潔淨了。」（羅 14：14）	

「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憂愁、就不是按著愛⼈的道理⾏。基督已經替他死、

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敗壞。」（羅 14：15）	

「不可叫你的善被⼈毀謗．」（羅 14：16）	

「因為神的國、不在乎喫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

（羅 14：17）	

「在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喜悅、又為⼈所稱許。」（羅 14：18）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的事。」（羅 14：19）	

「不可因食物毀壞神的⼯程．凡物固然潔淨、但有⼈因食物叫⼈跌倒、就

是他的罪了。」（羅 14：20）	

「無論是喫⾁、是喝酒、是甚麼別的事、叫弟兄跌倒、⼀概不作纔好。」

（羅 14：21）	

「你有信⼼、就當在神面前守著。⼈在自⼰以為可⾏的事上、能不自責、

就有福了。」（羅 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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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疑⼼⽽喫的、就必有罪．因為他喫、不是出於信⼼．凡不出於信⼼

的都是罪。」（羅 14：23）	

保羅教導信徒應不以絆倒人為最基本的原則，當中有以下四點要留意的：	

(1) 以愛為本的真理（羅 14：13至 18）：保羅表明一個非常要緊的真理，

就是凡物都是潔淨的（羅 14：14）。當人認為某些物品是不潔淨的，

那麼按著他的判斷，便成為不潔淨了；但假若因食物叫人憂愁或跌倒，

這人便不是按著愛人的基本原則而行了。信徒應明白，在神的永恆國度

裡，最要緊的是持守屬靈的原則及活出神的心意，以致信徒可享用神所

賜的公義、和平及喜樂（羅 14：17）。若在飲食或節日上，不叫人憂

愁或跌倒，便可叫主和人喜悅了！	

(2) 以和為貴的真理（羅 14：19）：信徒應追求與眾人和睦共處，以和為

貴是十分要緊的態度，不應在微小的事情上，因持不同的意見而失去信

徒緊密的相交。	

(3) 彼此建立的真理（羅 14：19）：在教會內，若信徒緊記我們應彼此建

立，而不是彼此攻擊或拆毀的話，信徒便會積極的建立對方，彼此造就

大家的屬靈生命了！	

(4) 遷就信心軟弱者（羅 14：20至 23）：認為自己是信心剛強者要緊記一

件事，有人比我們軟弱，故此要遷就他們，切勿拆毀神的工程，否則會

被主定為有罪。在飲食或守日的事情上，重點是不要叫人跌倒；面對神

時，良心也不應自責；作任何事也要憑信心，因為凡不是出於信心的都

是罪。	

iv) 為基督失去自由（羅 15：1至 13）：基督徒有他的自由，因為真理叫我們

得自由，在享用真自由中，信徒失去個人的權利，意即為基督失去自由，

人不再以自己為中心，乃是以主為中心，這才是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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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不求自己的喜悅（羅 15：1至 2）：	

「我們堅固的⼈、應該擔代不堅固⼈的軟弱、不求自⼰的喜悅。」（羅

15：1）	

「我們各⼈務要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羅 15：2）	

一個享有真自由的基督徒，便不會單單求自己的喜悅，乃是會求別人的

喜歡的。	

(2) 學效基督的榜樣（羅 15：3至 13）：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的喜悅、如經上所記、『辱罵你⼈的辱罵、都落

在我身上。』」（羅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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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效法基督耶穌．」（羅 15：

5）	

「⼀⼼⼀⼝、榮耀神、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羅 15：6）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樣、使榮耀歸與神。」

（羅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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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基督是為神真理作了受割禮⼈的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

話。」（羅 15：8）	

「並叫外邦⼈、因他的憐憫、榮耀神．如經上所記、『因此我要在外邦

中稱讚你、歌頌你的名。』」（羅 15：9）	

「又說、『你們外邦⼈、當與主的百姓⼀同歡樂。』」（羅 15：10）	

「又說、『外邦阿、你們當讚美主．萬民哪、你們都當頌讚他。』」

（羅 15：11）	

「又有以賽亞說、『將來有耶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外邦的．外

邦⼈要仰望他。』」（羅 15：12）	

「但願使⼈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使

你們藉著聖靈的能⼒、⼤有盼望。」（羅 15：13）	

(a) 彼此同心（羅 15：5）：	

(i) 同心要訣一：保羅的心願是外邦信徒與猶太信徒能和睦共處；和

睦共處的祕訣是，彼此同心效法基督，為別人的好處及父神的榮

耀，放下自己俯就別人（羅 15：3；詩 69：7，9，20）。	

(ii) 同心要訣二：為何保羅提及神是賜忍耐安慰的呢？可能他想讀者

思想，學習同心是需要忍耐的，在過程中會有不少的創傷，因此

要得到主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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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彼此接納（羅 15：7至 13）：	

(i) 神已接納所有信徒（羅 15：7）：基督成為受割禮者的執事，意

即祂成為猶太人的僕人，為要向神的選民證實神應許的真確（羅

15：8），叫猶太人得著神應許的福氣。同樣在舊約裡預告外邦

人也必蒙恩（羅 15：9；參考約 10：16；撒下 22：50；詩 18）。	

(ii) 預言接納外邦信徒（羅 15：9 至 13）：在詩篇、以賽亞書內，

也有預告外邦人將來的景況，因大衛的後裔（大衛是耶西的兒子）

得蒙神的拯救（羅 15：11至 12；詩 117：1；賽 11：10）。在

十四章內保羅論及有關吃喝及守日的問題，極有可能在羅馬教會

內，猶太基督徒與外邦基督徒有非常激烈的辯論，以致產生不協

調及矛盾。神的僕人提醒猶太人，神既然接納外邦人歸入祂的名

下，屬神的子民也應當接納外邦信徒。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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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課：全書的總結（羅 15：14至 16：27）	

1) 「仔細察看」	“Eye” 	

「文體」	“Genre” 	

「時刻」	“Occasion” 	

「地點」	“Location” 	

「人物	」	“Character” 	

「言行」	“Action”  

1. 保羅指出自己為「基督耶穌的僕役」及「神福音的祭司」，這有何用意呢（羅 15：

16）？	

2. 為甚麼在書信快要完結時與讀者分享自己的心志及心願呢（羅 15：20至 24）？	

3. 向眾同工問安有何意義呢（羅 16：1至 16）？	

2) 「小心解釋	」“Expound”	(E) 	

「上文下理」	“Context” 	

「以經解經」“Comparison” 	

「參考註釋」	“Commentary”  

& 神義的揭示（羅 1至 8章）	

& 神義的辯證（羅 9至 11章）	

& 神義的應用（羅 12至 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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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聖徒的責任（羅 12至 13章）	

Ø 聖徒的自由（羅 14：1至 15：13）	

Ø 全書的總結（羅 15：14至 16：27）	

1) 使徒的提醒（羅 15：14至 19）：	

「弟兄們、我自⼰也深信你們是滿有良善、充⾜了諸般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

（羅 15：14）	

「但我稍微放膽寫信給你們、是要題醒你們的記性、特因神所給我的恩典、」（羅

15：15）	

「使我為外邦⼈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獻上的外邦⼈、因著聖

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羅 15：16）	

「所以論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穌裏有可誇的。」（羅 15：17）	

「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題．只題他藉我⾔語作為、用神蹟奇事

的能⼒、並聖靈的能⼒、使外邦⼈順服．」（羅 15：18）	

「甚⾄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羅 15：19）	

a) 保證的話（羅 15：14）：基於羅馬教會的信徒滿有良善、有各樣充足的知識

及能彼此勸戒，為此保羅對他們保證，他對教會是十分有信心的。

cliv	

b) 提醒的話（羅 15：15至 19）：	

由於保羅體察到信徒是可提醒的，不像一些信徒硬心、不肯謙卑受教；故此，

使徒稍微放膽提醒羅馬教會的信徒應有的職責及事奉主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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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主耶穌的僕役（羅 15：16）：	

保羅提醒信徒，神給他恩典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服事外邦人，將

福音傳給外邦人，引領他們歸主。	

(1) 神福音的祭司（羅 15：17）：	

(a) 祭司的意思：在教會內雖沒有祭司的名銜，但卻有祭司實際的工作；

祭司是神和人之間的中保，若基督徒把未信主的朋友帶到神的面前，

讓罪人認識及接受救恩，這就達致祭司的工作。	

(b) 保羅的身份：保羅是福音的祭司，把外邦人帶到主面前，因為聖靈

在外邦人心中有奇妙的工作，使他們歸向主，神的靈叫罪人成為聖

潔，成為神所悅納的祭物！	

(2) 不應靠己誇口（羅 15：17至 19）：	

(a) 不敢誇耀自己（羅 15：17 至 18）：保羅是個謙卑的工人，表明不

敢誇耀自己；藉此間接提醒信徒，不應誇耀個人屬靈的成就。	

(b) 只誇神的工作（羅 15：18至 19）：	

外邦人歸順基督，完完全全是基於主的工作，神藉保羅顯明祂的能

力，叫外邦人蒙恩得救！當中神通過祂的僕人有以下的工作：	

(i) 神的僕人：「只題他藉我⾔語作為」，神藉保羅所說所為，叫外

邦人信服真道。	

(ii) 神的印證：「用神蹟奇事的能⼒」，至高的主讓他的僕人行神蹟

異能，印證保羅是祂的僕人，也顯明福音的真確性！	

(iii) 神的聖靈：「聖靈的能⼒」，保羅傳道時滿有聖靈的能力，

唯有聖靈工作，剛硬的心才會被軟化，以致降服在神的話語下！	

(iv) 神的工作：

以利哩古是馬其頓以北的一個省分，位於現今南

斯拉夫及亞爾巴尼亞的境內。保羅傳道所到最北的是以利哩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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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可算為他傳道最南的地方，他能將福音由耶路撒冷帶到

南斯拉夫，實不是易事，背後顯明這是出於神的恩手。	

2) 使徒的心志（羅 15：20至 24）：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稱過的地⽅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的根基上．」

（羅 15：20）	

「就如經上所記、『未曾聞知他信息的、將要看見．未曾聽過的、將要明白。』」

（羅 15：21）	

「我因多次被攔阻、總不得到你們那裏去．」（羅 15：22）	

「但如今在這裏再沒有可傳的地⽅、⽽且這好幾年、我切⼼想望到⼠班雅去的時

候、可以到你們那裏．」（羅 15：23）	

「盼望從你們那裏經過、得見你們、先與你們彼此交往、⼼裏稍微滿⾜、然後蒙

你們送⾏。」（羅 15：24）	

a) 拓展新工場（羅 15：20至 23）：	

i) 保羅的領受：「但如今在這裏再沒有可傳的地⽅」，不是保羅大言不讒，

也不是沒有新的工場可拓展，乃是地中海一帶已有傳道的工作。根據保羅

的個人領受（羅 15：21；賽 52：15），他不想自己的工作建造在別人的

根基上，要忠於對神的感動，開拓傳福音的新據點。	

ii) 保羅的心願：士班雅即現今的西班牙，是當時地中海一帶居民認識最西的

地方，因為西班牙的西邊是茫茫無際的大西洋。從保羅打算前往西班牙傳

道時，便可看出他傳福音的心志是何等堅決，切望把福音帶到最西最遠的

地方（羅 15：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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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前往羅馬城（羅 15：24）：	

i) 寫信的地點：根據學者的研究，保羅在哥林多寫羅馬書時是主後 56 或 57

年間，並且他快要完成第三次佈道的行程，然後返回耶路撒冷。他盼望歸

回耶路撒冷後，便開始第四次的旅程，在前往西班牙的途中路經羅馬。	

ii) 未探訪羅馬：保羅寫羅馬書時還未曾到過這城，當他第一次踏足這大城時，

是失去自由的。普遍聖經學者贊同保羅曾兩次在羅馬被囚。第一次是在主

後 62至 63年期間（徒 28章），第二次被囚是在 66至 67年期間（提摩太

後書 4：6），最後被人處決。有學者根據聖經的內容推考，保羅第一次釋

放後，可能到過西班牙傳福音，但可以確定的是他必定前往希臘南面的革

哩底（多 1：5）、哥林多（提後 4：20）、現今土耳其境內的米利都及特

羅亞（提後 4：13，20）。	

iii) 保羅的心願：保羅寫信時與許多羅馬信徒是素未謀面的，但他有一個心願，

就是與他們有相交的機會。	

3) 使徒的任務（羅 15：25至 33）：	

「但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給聖徒。」（羅 15：25）	

「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樂意湊出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羅 15：

26）	

「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的債．因外邦⼈、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

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羅 15：27）	

「等我辦完了這事、把這善果向他們交付明白、我就要路過你們那裏、往⼠班雅

去。」（羅 15：28）	

「我也曉得去的時候、必帶著基督豐盛的恩典⽽去。」（羅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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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們、我藉著我們主耶穌基督、又藉著聖靈的愛、勸你們與我⼀同竭⼒、為

我祈求神．」（羅 15：30）	

「叫我脫離在猶太不順從的⼈、也叫我為耶路撒冷所辦的捐項、可蒙聖徒悅納．」

（羅 15：31）	

「並叫我順著神的旨意、歡歡喜喜的到你們那裏、與你們同得安息。」（羅 15：

32）	

「願賜平安的神、常和你們眾⼈同在。阿們。」（羅 15：33）	

保羅有一個任務，就是要把馬其頓及亞該亞所收的捐獻，帶往耶路撒冷給當地貧

苦的基督徒。救恩是出自猶太人的（約 4：22），按肉體而論，基督是猶太人的子

孫，並且由於猶太基督徒甘心樂意傳揚福音，以致外邦人得聞福音，外邦信徒實

在從他們身上得了好處，現今外邦人通過保羅，供應猶太信徒肉身的需要（羅 15：

27）。	

4) 使徒的請求（羅 15：30至 32）：	

a) 可脫離猶太的惡人（羅 15：30）：或許保羅知道歸回耶路撒冷後，會遭受不

信的猶太人的逼迫（徒 20：23）；因此懇請信徒為他代禱。	

b) 為捐獻的事情代禱（羅 15：31）：使徒請求羅馬教會為他帶捐獻回耶路撒冷

祈禱，讓這事可辦理妥當。	

c) 按照神旨意往羅馬（羅 15：32）：他求神的旨意成就，不是自己的意願成全；

結果神的旨意是叫他的僕人帶著鎖鍊前往羅馬（徒 21：30至 40）。	

5) 使徒的祝福（羅 15：33）：保羅是以祝福語完結這段內容，盼望賜平安的神與信

徒同在！	

6) 使徒的問安（羅 16：1至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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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非比、他是堅⾰哩教會中的⼥執事．」（羅 16：1）	

「請你們為主接待他、合乎聖徒的體統．他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

他．因他素來幫助許多⼈、也幫助了我。」（羅 16：2）	

「問百基拉和亞居拉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裏與我同⼯、」（羅 16：3）	

「也為我的命、將自⼰的頸項、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眾教會、

也感謝他們．」（羅 16：4）	

「又問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安。問我所親愛的以拜尼⼟安．他在亞西亞是歸基督初

結的果⼦。」（羅 16：5）	

「又問馬利亞安．他為你們多受勞苦。」（羅 16：6）	

「又問我親屬與我⼀同坐監的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安．他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

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裏。」（羅 16：7）	

「又問我在主裏面所親愛的暗伯利安。」（羅 16：8）	

「又問在基督裏與我們同⼯的耳巴奴、並我所親愛的⼠⼤古安。」（羅 16：9）	

「又問在基督裏經過試驗的亞比利安。問亞利多布家裏的⼈安。」（羅 16：10）	

「又問我親屬希羅天安。問拿其數家在主裏的⼈安。」（羅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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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問為主勞苦的⼟非拿⽒和⼟富撒⽒安。問可親愛為主多受勞苦的彼息⽒安。」

（羅 16：12）	

「又問在主蒙揀選的魯孚和他母親安．他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羅 16：13）	

「又問亞遜其⼟、弗勒⼲、⿊米、⼋羅巴、⿊馬、並與他們在⼀處的弟兄們安。」

（羅 16：14）	

「又問非羅羅古、和猶利亞、尼利亞、和他姊妹、同阿林巴、並與他們在⼀處的

眾聖徒安。」（羅 16：15）	

「你們親嘴問安、彼此務要聖潔。基督的眾教會都問你們安。」（羅 16：16）	

「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叫你們跌倒、背乎所學之道的⼈、我勸你們要留意躲

避他們。」（羅 16：17）	

「因為這樣的⼈不服事我們的主基督、只服事自⼰的肚腹．用花⾔巧語、誘惑那

些老實⼈的⼼。」（羅 16：18）	

「你們的順服、已經傳於眾⼈、所以我為你們歡喜．但我願意你們在善上聰明、

在惡上愚拙。」（羅 16：19）	

「賜平安的神、快要將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主耶穌基督的恩、常和你們同

在。」（羅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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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我同⼯的提摩太、和我的親屬路求、耶孫、所西巴德、問你們安。」（羅 16：

21）	

「我這代筆寫信的德丟、在主裏面問你們安。」（羅 16：22）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猶、問你們安。」（羅 16：23）	

「城內管銀庫的以拉都、和兄弟括⼟、問你們安。」（羅 16：24）	

「唯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古隱藏不⾔的奧祕、堅

固你們的⼼。」（羅 16：25）	

「這奧祕如今顯明出來、⽽且按著永⽣神的命、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

他們信服真道。」（羅 16：26）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們。」（羅 16：27）	

a) 向眾同工問安（羅 16：1至 16）：	

i) 問安的特質：	

(1) 熟悉主裡的同工：在保羅這段問安語裡，看見他十分熟悉主裡的弟兄姊

妹，真是一位美好牧者應有的典範。	

(2) 關心主裡的同工：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保羅對同工的關心。牧人不單應認

識自己的羊群，並且必須實際關心羊群的近況。	

(3) 重視主裡的關係：我們在此不難發現保羅非常看重在主裡的關係，事奉

主的人應重視彼此之間的關係，因為我們皆是主內一家，大家互為肢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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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絕對不歧視婦女：有些人認為保羅是歧視婦女的人，從問安的話裡，看

見他提及多個婦人的名字（羅 16：1，3，6，12，13，15）。可見他

並沒有絲毫歧視性別的態度。	

(5) 絕對不歧視種族：魯孚極有可能是替代主耶穌背負十架的西門的兒子

（可 15：21）。古利奈是古代西非的一個重要城市clv
。西門是古利奈人，

是黑色人種，保羅竟稱魯孚的母親為他的母親，可見他認定在主裡沒有

種族國界之分，也沒有歧視主裡有色的人種。	

(6) 感激別人的恩惠：保羅記念別人對自己的恩情（羅 16：4），為別人恩

待自己而滿心感激。	

(7) 為人極其謙卑：在問安語裡，他提到自己信主的年日比別人淺（羅 16：

7），看見他實在是謙卑的。謙卑是作為神僕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8) 喜歡稱讚別人：批評別人是人人都曉得，但經常稱讚你的同工，並不是

每人都會作的；可是保羅卻在問安語裡多次稱讚主內的同工（羅 16：2，

4，6）。	

(9) 推薦主裡的同工：不是每一位長者都樂意舉薦晚輩的；但保羅作為屬靈

的長者，卻樂意推介他的同工（羅 16：1至 4），真是難能可貴。	

(10) 提醒及警告：在問安語裡，神的僕人提醒及警告他的同伴（羅 16：

16，17，18，19）。真正的關懷，不單只有溫馨的一面或只有客套的

話，當中也可以有提醒及警告的。	

(11) 末後的祝福語：真正的問安，是希望別人得著神至高的福氣，最後

他祈求神賜福給信徒成為全書的結束（羅 16：25至 27）。	

ii) 問安的對象：	

(1) 非比（羅 16：1至 2）：根據中文聖經和合本的翻譯，非比是堅革哩的

女執事；可是，不少學者認為這裡的「執事」，正確的翻譯是「僕⼈」。

clvi
保羅舉薦她，有學者認為她是替保羅帶信前往羅馬的；因此，使徒請

求羅馬教會內的信徒接待她。堅革哩是位於哥林多東邊十公哩的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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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比大有可能是希臘人，是初期教會服事婦女的事奉者（參考提前 3：

11）。	

(2) 百基拉和亞居拉（羅 16：3至 4）：	

(a) 基督徒夫婦：百基拉和亞居拉是一對基督徒夫婦，有學者認為百基

拉是羅馬上流社會的猶太女子。羅馬是亞居拉的原居地，生於小亞

細亞的本都，位於黑海的南面，即現今土耳其的北部。	

(b) 離開羅馬城：羅馬君王革老丟在主後 49年下令，把猶太人驅逐離開

羅馬城，但諭令沒有嚴格執行（參考徒 28：17；羅 16：3）。	

(c) 保羅的同工：這對夫婦從羅馬到了哥林多（徒 18：23），保羅在當

地結識了他們。兩人後來在哥林多及以弗所成為教會的領袖，在家

中舉行聚會（林前 16：19）。他們與保羅同樣是以織帳棚維生（徒

18：1至 4），二人可能因職業往返以弗所及哥林多，並且日後再返

回羅馬。更重要的是，他們是保羅的親密戰友，曾為保羅不顧性命，

這是極難能可貴的。

clvii	

iii) 以拜尼土（羅 16：5）：「亞西亞」位於西土耳其。clviii
以拜尼土是亞該亞

省第一位信主的人（參考徒 2：9；林前 16：19）。clix
這是一個希臘名字，

相信他是希臘人。	

iv) 馬利亞（羅 16：6）：馬利亞是猶太名字，在新約裡有許多馬利亞，這馬

利亞身份不詳，她是保羅提及為主勞苦的四位姊妹之一（羅 16：12）。	

v) 安多尼古及猶尼亞（羅 16：7）：	

(1) 同胞：兩人應是保羅的同胞，他們曾為福音受過苦難，或許與保羅一同

在腓立比坐牢，亦有可能於保羅第一、二次旅程中同為信仰受拘禁（徒

16：22至 24）。	

(2) 夫婦：安多尼古是男子的名字，猶尼亞是女士的名字，他們大有可能是

夫婦。使徒含有奉差遣的意思。他們兩人不是使徒，但在使徒中是有名

望的，意即他們是被使徒敬重的。他們比保羅先認識救主，極有可能兩

人皆較保羅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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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暗伯利、耳巴奴、士大古、亞比利（羅 16：8至 10）：根據學者的研究，

以上的幾個名字，是羅馬帝國宮庭裡奴僕常用的名稱。	

vii) 亞利多布（羅 16：10）：聖經學者理福特	“Lightfoot”	，認為亞利多布是

希律亞基帕一世的弟弟，而希律亞基帕一世則是希律大王的兒子，希律大

王就是在主耶穌降世時殺害當時伯利恆嬰孩的暴君。	

viii) 希羅天（羅 16：11）：相信是希律宮中的用人。親屬是指他是保羅的同

胞，意即他是猶太人。	

ix) 拿其數（羅 16：11）：加爾文及一些學者認為拿其數是羅馬皇帝提庇留	

“Tiberius”	的一個富有的僕人。尼祿王	“Nero”	在主後 54年登基後，他被尼

祿的母親下令處決。	

x) 士非拿及士富撒（羅 16：12）：聖經學者認為她們兩人可能是近親，甚至

可能是一對孿生姊妹	“Tryphena	and	Tryphosa”	。	

xi) 彼息（羅 16：12）：彼息	“Persis”	，意即波斯的婦人。	

xii) 魯孚及其母親（羅 16：13）：若研究聖經的學者的推考是正確的話，那

麼他就是古利奈人西門的兒子（可 15：21）。	

xiii) 亞遜其土、弗勒干、黑米、八羅巴、黑馬、非羅羅古、猶利亞、尼利亞

及其姊妹、阿林巴（羅 16：14至 15）：	

(1) 奴隸：從聖經裡不知他們真正的身分，但有學者認為他們是奴僕或蒙釋

放了的奴隸。	

(2) 問安：在書信完結之前，保羅提醒信徒要親嘴問安。親嘴問安是當時的

風俗習慣，這種禮儀已成初期教會儀式的一部分（帖前 5：26；林前 16：

20；林後 13：12；彼前 5：14）。極有可能這封書信是在聚會中宣讀；

因此，保羅叮囑會眾要彼此親嘴。	

b) 警告教會同工（羅 16：17至 20）：	

保羅提醒及警告他的同工，對以下幾類的人要極之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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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離間信徒的人要小心（羅 16：17）：在教會內有一些人專挑啟分爭，四處

離間弟兄姊妹，叫信徒軟弱跌倒，這種人我們當小心！	

(1) 離經背道的人要小心（羅 16：17）：在保羅的世代，那些離經背道的

人，已經敗壞了許多人的信心；現今末後的日子裡，也有眾多背棄真道

的偽師，我們應躲避這類的人。	

(2) 只服事肚腹的要小心（羅 16：18）：	

(a) 偽師：虛假的師傅只為了自己的肚腹，不是為服事主耶穌，他們用

花言巧語，迷惑眾人。	

(b) 惡行：在初期教會時代，猶太律法主義及諾斯底主義禍害神的家，

保羅在書信完結時，嚴厲的囑咐信徒，提醒弟兄姊妹在善事上聰明，

在惡事上要愚拙；意即懂得如何行善，卻不精於行惡（羅 16：19）！

基督在十架敗壞了掌死權的魔鬼（來 2：14），但信徒還未完全得

勝撒但；保羅甚願基督快來，祂再來時基督徒便可徹底得勝魔鬼了

（羅 16：20）。	

ii) 代替同工問安（羅 16：21至 24）：	

這裡有一班同工是托保羅問候羅馬教會的信徒的，分別有：	

(1) 提摩太（羅 16：21）：提摩太是年輕的同工，也是保羅親愛的同伴及

接班人，在保羅的書信裡，多次提及他的名字（林後 1：1；腓 1：1；

西 1：1；帖前 1：1；帖後 1：1；門 1）；並且使徒保羅特別寫了兩本

書信給提摩太，教導及鼓勵他竭力作個無愧的工人。	

(2) 路求、耶孫、所西巴德（羅 16：21）：三人皆是猶太基督徒，因為保

羅稱他們為親屬。路求是羅馬名字，可能是使徒行傳十三章一節的那一

位，有學者認為，路求可能是路加的別名，或許路求就是路加醫生。耶

孫及所西巴德則是希臘名字。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受到逼迫，而耶孫曾為

他的緣故吃了一些苦頭；耶孫為保羅及信徒簽保，聖經沒有說明保狀的

內容；或許是擔保不再收容保羅等人，不讓他們回來，否則會沒收家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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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處死（徒 17：1 至 9）。保羅提及撒但的攔阻，不容他返回帖撒羅尼

迦，可能就是指這件事（帖前 2：18）。	

(3) 德丟（羅 16：22）：這是一個羅馬人的名字，只有在羅馬書出現他的

名字；在聖經內沒有資料提及他的背景，只知他是保羅的代筆。	

(4) 該猶（羅 16：23）：在新約內多次提及到該猶（徒 19：29；林前 1：

14；約三 1），他經常接待過境的信徒。	

c) 為眾同工禱告（羅 16：25至 27）：	

i) 奇妙的救恩：「我所傳的福音」、「所講的耶穌基督」及「永古隱藏不⾔

的奧祕」，保羅所指的是同屬一類，意即耶穌基督的救恩；這是保羅所傳

講的，福音的內容就是基督，基督的救恩也是永古隱藏不言的奧祕，本來

沒有人可知曉的，但如今卻向世人完完全全揭示出來。	

ii) 保羅的祝禱：保羅為羅馬教會祝福，願主的救恩堅固眾人的心，唯有清楚

明白主耶穌基督救恩的人才可站穩。	

iii) 榮耀歸給神：神顯明救恩的真理，目的是希望人順服真道，以致可得著屬

靈的好處。使徒讚嘆神計劃的奇妙，將神該得的榮耀歸給他！	

3) 「盡心行道	」“Exercise”	(X)	 	

經歷真神 	

人際關係 	

個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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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勇敢見證」	“Proclaim”	(P) 	

在研經後，基督徒應嘗試把真理應用在日常生活、家庭生活及教會生活裡，並且求神

讓你經歷祂話語的真實及神的大能。在家庭祭壇、小組聚會及社交場合裡，把握機會

向未信主及信徒分享自己的經歷及見證福音的大能，也藉此建立信徒的生命。	

在查考經文後，慕道的朋友可以存一個開放的心向神禱告，為要嘗試經歷這些真理的

可信性。無論遇到甚麼難題或經歷，慕道者可嘗試禱告，並在下一次查經時與各人分

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