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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也切切的想到罗马去，要把他属灵的恩赐分给那里
的众圣徒，以便与他们同得坚固和安慰(罗一10~15)。
罗马乃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也是全世界的权力中心。
若能建造一个刚强的罗会教会，对于福音化全世界必有
很大的帮助。保罗不能肯定他会否安全抵达罗马，也许
在他去罗马之前，很可能在耶路撒冷遇害(徒廿22~24；
廿一12~13)，因此他请求在罗马的众圣徒为他代祷(罗十
五30~32)。万一他不能去罗马，则本书至少能够提供给

那里的众圣徒一个得着造就的材料，特别是关于救恩的
基要真理。

羅馬書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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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信大綱 (羅9–11章)

全权的拯救 (拣选: 在乎恩典,不在乎行为)

 神拣选的主权 (9:1 ~ 29) 

 神拣选的凭借 (9:30 ~ 10:18)

 神拣选的智慧 (10:19 ~ 11:36)



神揀選的主權 (9:1 ~ 29)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神的主权)

 神拣选以撒 - 神应许的话从不落空

 神拣选雅各 - 在乎召人的神,不在乎人的行为

 神拣选以色列人 - 在乎发怜悯的神,不在乎人的定意
和奔跑

 神拣选得荣耀的器皿 - 在乎神的主宰



神揀選的憑藉 (9:30 ~ 10:18) 

这道离你不远, 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
(人的求告)
 借着因信而得的义 - 以色列人得不着,是因不凭信

心求,只凭行为求 (9:30 ~ 10:3)

 借着基督 (10: 4~18)
 基督是律法的总结

 基督已为我们死而复活

 得救之道乃信而求告基督

 求告基督来自信道,信道来自听道,听道来自传
道,传道来自奉差遣



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 神叫他從死裡
復活，就必得救。…猶太人和希臘人並沒有分
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
他的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10:9,13)

神揀選的憑藉 (9:30 ~ 10:18) 



神揀選的智慧 (10:19 ~ 11:36) 

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
的一切罪恶

 以色列人不全被弃: 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10:19 – 11:10)

 因以色列人的过失,使救恩临到外邦人: 好橄榄与野
橄榄、树根与树枝的比喻 (11: 11-24)

 等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神的
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11: 25-32)

 对神拣选的称颂 (11: 33-36)



好橄榄(Jews)与野橄榄(Gentiles)枝子的比喻 (罗
11)

 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以色列与万国 (一个

橄榄树)
 神拯救以色列的旨意

没有改变
 向以色列人(犹太人)

传福音 => 犹宣
(赛53, 罗9-11)



書信大綱 (羅12–16章)

福音的實踐

 信徒生活行为改变的秘诀 (12:1 ~ 2) 

 信徒生活行为改变的原则 (12:3 ~ 15:13)

 信徒生活行为改变的榜样 (15:14 ~ 16:24)



改变的秘诀: 立志完全献上(12:1-2) 

活祭的人生

 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
祭,是圣洁的,是 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
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
你们察验何为 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三步骤, NIV: 
(1) Offer your body as living sacrifices  (献上当作活祭) 
(2) Not conform, but be transformed of mind (要心意更新而
变化) 
(3)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  (能察验神的旨意)



改变的原则 (12:3 - 15:13) 

 在事奉上: 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 (12:3-8) 

 在对待圣徒上: 活出美德 (12:9~16) 

 在对待恶人上: 以善胜恶 (12:17~21) 

 在对待政权上: 顺服、恭敬 (13:1~7) 

 在对待众人上: 爱人如己 (13:8~10) 

 在对付社会潮流上: 披戴基督,不为肉体安排 (13:11~14) 

 在接纳信徒的事上 (14:1~15:13)

 要接纳信心软弱的，因他们是主的人 (14:1~9)

 不要彼此论断,因各自向神的审判交代 (14:10~12) 

 要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定意不绊跌弟兄 (14:13~16) 

 要追求神国的实际: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14:17~23) 

 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 (15:1~13)



先知 服事 教導 施捨 勸化 治理 憐憫

特色─

先知: 宣揚真理

服事: 滿足需要

教導: 闡明真理

施捨: 託管資產

勸化: 激發信心

治理: 計劃並完成

憐憫: 分擔痛苦與重擔

每一位基督徒有一個主導性
的恩賜 (Motivation Gift)

在事奉上: 在基督裡成為一身,
互相聯絡作肢體 (12:3-8)



改变的原则: 愛 (12:9 - 21) 

爱人不可虚假; 恶要厌恶, 善要亲近。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 要彼此推让。

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事主。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圣徒缺乏要帮补; 客要一味的款待。

逼迫你们的, 要给他们祝福; 只要祝福, 不可咒诅。

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

要彼此同心; 不要志气高大, 倒要俯就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为聪明。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 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
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改变的榜样: 使徒保罗 (15:14 - 16:24) 

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祭司,叫
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納

 原来为犹太教热心的人,如今竟为外邦人作基督耶
稣的仆役 (15:14~19) 

 立志竭力广传福音,直到地极 (15:20~29) 

 求众圣徒与他一同竭力,为他祷告 (15:30~33) 

 尊重并关切众圣徒 (16:1~16) 

 提醒众圣徒防备背道者 (16:17~20) 

 代别的圣徒致意问候 (16:21~24)



结语 (16:25 - 27) 

称颂那藉他所传福音显明祂奥秘的神

惟有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照永
古隱藏不言的奧秘，堅固你們的心。這奧秘如今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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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
全智的神，直到永遠。阿們！

永古隐藏的奥秘
=> 神的福音 (借着主耶稣基督成就) 
=> 给万国的民 (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 使他们信服真道 (信靠順服真神)

這奧秘就是外邦人與猶太人,同在基督裹,藉著福音,得以同為後
裔,同蒙應許,成為天父所愛的兒女,這基督福音的奧秘是永古以
來隱藏的沒有人知道。



回顧書信的開頭

神的福音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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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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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的福音 (藉著主耶穌基督成就)
=>  给万国的民
=>  使他们信服真道



罗马书是「神的福音」书, 是基督教信仰的总纲, 由
神的忿怒到神的义, 由义到罪, 由罪到救赎, 从救赎
到成圣, 关乎信徒整个生活的阶段。从罗马书看出, 
信徒的得救只不过是在神计划中的起点而已, 但多
少的信徒就此「满足」,「安顿」下来, 没有过其
「成圣」的生活。他们虽被「称义」, 但他们却未
能「成义」 。他们满足于仅仅得救的地位, 不但自
喜, 还评论那些追求成圣的人。唯愿「独一全智的
神」(16:27), 使「信仰的总纲」复兴我们, 因为人信
的是什么, 他也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