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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1. 新约有多少卷? 

2. 新约分几部份? 

3. 新约的书卷是那些? 

4. 保罗书信有多少卷? 

5. 保罗书信的分类有那些? 

6. 保罗教义类的书信有那几卷? 

7. 保罗书信中罗马书有几章? 

8. 保罗书信中罗马书共分几段落? 

9. 罗马书中“福音的内容”包含了那些要点?





背景舆目的

 作者: 保羅

 寫作日期與地點: 约在主后五十七年春寫于馬其顿的
哥林多 (在第三次宣教的旅程中)

 主題: 神公義的福音 - 救贖、稱義、成聖、得榮耀

 目的: 保罗当时在罗马帝国东方几省的福音事工似乎已
告一个段落，他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开辟新的福音工场
(罗十五23~24)，而罗马正位于往西班牙路线的中途，
必须经过那里，因此他打算藉写此书信与在罗马的教会
建立密切的关系，作为支持他今后西向事工的后盾，为
此他必须使那里的众圣徒熟识他的异象和负担。



The Roman Empire Map (greatest extent under Trajan) 



Jupiter was supreme god,
the symbol of political power.

The goddess Juno was linked to fertility, 
military success, and civic welfare.

Rome: Jupiter, Juno, and
Minerva were the de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 Capitol in 
Rome. Other deities 
included Vesta, the protector 
of the city, and Mars the god 
of war. The emperor was the 
high priest of the Romans. 
Four primary groups of priests 
oversaw public worship life, 
which included sacrifices and 
prayers. Folk religion honored 
spirit beings known as lares, 
who were the guardians of 
hearth and home.

Minerva was the goddess of handicrafts.

羅馬帝國的宗教

The Appian Way or 
Via Appia was one of 
the principal land 
routes in Italy. It 
extended across Italy, 
from the Bay of 
Naples on the 
western coast to the 
Adriatic Sea on 
eastern coast. 

古城遺跡



 本书是教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圣经书卷。

 一至八章说明神福音的内容。首先由神宣布全人类的罪，使
人无可推诿，接着指明一条救贖的路，因信入耶稣基督得以
称义(算为无罪)，因献上自己得以成圣，最后因身体变化被
提而得荣耀。

 九至十一章说明神全權的拯救。首先神凭祂的主权拣选以色
列人，又因以色列人的过失，使救恩临到外邦人，最后又借
着外邦人激动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藉此显
明神的公義與憐憫。

 十二至十六章说明神福音的實踐。神借着祂的话说明信徒蒙
恩后所该有的光景，就是披戴基督，为着死而复活的基督而
活，将基督彰显在万国之中，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
智的神。

書卷分段



 《罗马书》在圣经中列在书信的最前面,足见它的重要。

 马丁路得称《罗马书》为福音摘要;又说基督教只要有《约翰福

音》和《罗马书》就不致消灭,仍必发扬光大。他也勉励信徒读

这书;他说人可尽量研读《罗马书》,研读得越多,越能发现它的

宝藏。加尔文也见证说:『任何人若通晓此书,便是找到了一条明

白整本圣经的信道。』

 本书是教会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圣经书卷。奥古斯丁因读到本书

第十三章而悔改归主;马丁路得因藉本书而领悟到『因信称义』

的真理,乃掀起了宗教改革;约翰韦斯利因听见别人朗读马丁路得

的《罗马书注释》而体会到得救的确据。

 本书乃是经中的大经,无论就它所论到的题目之大,所引用的旧约

圣经之多,所叙事物的范围之广,以及神所豫定的救恩之丰,非其

他经书所可比拟。

本書的重要性



I. 本书的条理清晰,是最系统化的一封保罗书信,读起来较像详尽的神学论述。

II. 本书的道理丰富深奥,涉及的神学主题非常众多与重要,远超其他书信,诸如:
罪、救恩、恩典、信心、义、称义、成圣、救赎、死亡及复活。

III.本书巧妙灵活地引用旧约:虽然保罗常在他的书信中引用旧约圣经,但在《罗
马书》里,用了『串珠』文学形式见证真道,甚且在他的辩论中经常在前面采
用旧约经句(特别是九至十一章)。

IV. 本书道出作者深切关怀以色列人:保罗写到以色列目前的光景,与外邦人的关
系,以及最终的得救。

V. 本书的遣词用字别出心裁,有不同的讲究,例如:《罗马书》从一章到八章讲
到主的救赎,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一章一节至五章十一节,专讲血而不讲
十字架,且复数的罪字(sins)特别显著;人的罪得着赦免,被神称义,是因着血。
第二大段是五章十二节至八章末了,专讲十字架而不讲血,且复数的罪字一次
都没有出现,而单数的罪(sin)字,却再三的被使用;因为前一段是说到血对付
我们『所作』的,本段则说到十字架对付我们『所是』的。

VI. 本书第六章有两个王――罪与恩典――罪在『己』的身上作王,恩典借着义
作王;第七章有两个丈夫――律法与基督――人是借着死脱离律法,而归于基
督;第八章有两个领导――肉体与灵――随从肉体或随从灵。

VII.在《罗马书》中,『律法』一词共出现了七十次多。

本書的特點



 「這福音…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基督。按肉體說，是從大衛
後裔生的；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裏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
的兒子。」(羅一2~4)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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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一
16~17)

 「預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人，又稱他們為
義；所稱為義的人，又叫他們得榮耀。」(羅八30)

 「信」(羅一17；三22…)共用五十八次。

 「義」(羅一17；三26…)共用三十六次。

鑰節和鑰字



基本問題

1. 世人犯了什麼罪?
2. 與基督同死同復活是什麼意思？
3. 稱義是什麼意思？稱義後還會犯罪嗎？

1. 神的義如何在福音上显明出來?
2. 信主後，如何能不犯罪？?
3. 神的預定與人的求告之間有什麼關係？

思考問題



書信大綱 (羅1–8章)

福音的内容

 神的福音簡介 (1:1 ~ 15) 

 神的義 (1:16 ~ 17)

 定罪 (1:18 ~ 3:20)

 稱義 (3:21 ~ 5:21)

 成聖 (6:1 ~ 8:13)

 得榮耀 (8:14 ~8:39) 



神的福音簡介 (1:1 ~ 15) 

福音是神给人的好消息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

福音。 (gospel = good news)

 這福音是 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論到他
兒子我主耶穌基督： (Christ = Messiah)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
神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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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也有你們這蒙召屬耶穌基督的
人。 (1:1~6)



神的義 (1:16 ~ 17) 

神的义显明在福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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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希臘人。

 因為 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如經上所記：
「義人必因信得生。」。



定罪 (1:18 ~ 3:20) 

世人对福音的需要
 外邦人的罪 (1: 18~32)

自從造天地以來，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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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稱為聰明，反成了愚拙；….將不能朽壞之
神的榮耀變為偶像，….所以， 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
污穢的事。

 犹太人的罪 (2: 1~3: 8)

你指著律法誇口，自己倒犯律法玷辱 神嗎？神的名在外邦人
中，因你們受了褻瀆，正如經上所記的。

 結論：全人類都被定罪 (3: 9~20)

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沒有明白的，
沒有尋求 神的；都是偏離正路，一同變為無用。沒有行善的，
連一個也沒有！



稱義 (3:21 ~ 5:21) 

世人因信福音而得称为义
靠基督稱義 (3: 21~26)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
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

藉信心稱義 (3: 27~ 4:25)
 信心稱義的原則 (3: 27~31)

我們看定了：人稱義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信心稱義的例證 (4: 1~25)
經上說什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稱義的果子 (5: 1~11)
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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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義的原理 (5: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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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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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稱義”的省思 (3:21 ~ 5:21) 

行律法(凭自己的行为) vs. 靠信心(相信基督为我做了一切)?
 罗3:21-26 思考: (1) 摩西的律法, (2) 基督的救赎, (3) 神的义

 废了律法 => 断乎不可

 非行律法的义 => 是因信心称义 (就是信福音)
 没律法的外邦人 => 有良心为见证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凡有血气的 (犹太人和外邦人),没有一个
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基督的救赎: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
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
的义 => 神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从旧约到罗马书

旧约中的 “律法” 与先知书中的启示
=>  选民离弃神, 拜偶像, 偏行己路, 不寻求耶和华, 以致被掳到列国中
=>  神要赐下一子为全能的神/和平的君, 重立一新的约, 赐下一个新心

新灵给衪的子民
=>  彌賽亞要來, 拯救他的百姓

如何协调 “律法” 和 “基督的救恩”
=>  努力行律法就好了,何必要救恩呢
=>  有了救恩就不需要再守律法了吧
=>  有了救恩還會犯罪, 還可以犯罪嗎
=>  救恩永遠有效嗎

神永古隐藏的奥秘, 就是“福音”, 这福音是什么
=>  耶稣的死 (为罪)
=>  耶稣的复活, 升天 (胜过死和罪)
=>  神的公義彰顯

罪人(不虔不敬)遭审判而灭亡, 义人为何
=>  义者因信得生 (live by faith) 



福音四律 (引人歸主) 

 有一位全能的造物之神, 祂爱你 (在福音上显明出来)

 人因罪与神隔绝 (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荣耀)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来作为挽回祭 (因信称义) 

 你愿意接受耶稣为个人的救主, 得新生命吗 (脱离罪和
死亡的捆绑)

注: 若愿意接受耶稣,鼓励
去受洗, 并从今以后当
体贴圣灵,过一个讨神
喜悦的生活 (成义,成圣)



因信稱義,得永生 (圖解)



成圣 (6:1 ~ 8:13) 

信徒成圣的道路
 成圣的秘诀 ―  藉与基督联合 (6: 1~23) 

 若与祂的死『联合』, 就必与祂的复活『联合』

 知道与祂同死, 就必与祂同活

 『算』自己向罪是死的, 在基督里是向神是活的

 将自己的肢体『献』给神和义, 就必成圣

 成圣的挣扎 ―  被住在肉体中的罪所捆绑 (7: 1~25) 
 两个丈夫:  惟有向律法死, 才能归于基督

 三个律:  神的律、心中为善的律、肢体犯罪的律

 成圣的途径 ―  藉住在基督里被生命圣灵的律所释放 (8: 
1~13) 
 生命圣灵的律:  使人脱离罪和死的律

 内住的基督:  使人藉以治死身体的恶行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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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復活一
樣。 (6:4)

 我也知道在我裡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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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我所願意的
善，我反不做；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
不願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7:18-20)

 因為按著我裡面的意思，我是喜歡神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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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是苦啊！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
呢？ 感謝神，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7: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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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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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貼肉體的就是死；體貼聖靈的乃是生命
平安。 (8:4-6)

成圣 (6:1 ~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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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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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靈

(罪和死的律)

(賜生命聖靈的律)

思想

情感

意志

成聖的途径 (圖解)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
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罗8:2)

藉住在基督里被生命圣灵的律所释放



得榮耀 (8:14 ~ 39) 

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身体得赎

 榮耀的後嗣― 今雖受苦, 卻有得榮的盼望, 因此須忍
耐等候 (8:14~25)

 得榮的成就― 三一神的幫助 (8:26~39)
 聖靈的祈求:  使軟弱變剛強
 父神的旨意:  模成祂兒子的模樣
 基督的永愛:  在一切事上得勝有餘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
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
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 (罗8:28-30)



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

得榮的成就: 三一神的幫助

基督的救赎 我

信主
(得生命)

將來的榮耀

主再來

得勝有餘的生活

有圣灵帮助
父神的旨意
基督的愛



 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敌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
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谁能定他们的罪呢?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圣经的启示: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
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
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
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
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靠主得勝有餘 (More Than Conquerors)



 神的福音
 罪人称义
 成圣生活
 得享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