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  經文 課題  經文 
1.  保羅的《羅馬書》 簡介與前言 12.了解神的計劃 9:1--33 

2.  福音的大能 1:1--17 13.神的憂傷 10:1--21 

3.  墮入深淵 1:18--32 14.根深蒂固的老樹 11:1--32 

4.  也被定罪的猶太人 2:1--16 15.講求實際 12:1--8 

5.  誤置的信心 2:17--3:8 16.表達愛 12:9--21 

6.  全面性不義 3:9--20 17.有良知的公民 13:1--14 

7.  赦免我們的罪債 3:21--4:25 18.遷就別人的規條 14:1--23 

8.  與神相和 5:1--6:23 19.合一、自由和愛心 15:1--13 

9.  與罪抗爭 7:1--25 20.分擔使命 15:14--33 

10.蒙神的靈拯救 8:1--17 21.保持友誼 16:1--27 

11.今之苦，將來之榮 8:18--39 22.《羅馬書》總結 耶穌愛你 

｛全書共分廿二講｝ 



新約聖經的書信中，保羅一共寫了13 
卷，其中沒有被大多數聖經學者所爭
議的有七卷，《羅馬書》卻位列榜首。 

v 羅馬書 
v 哥林多前、後書 
v 加拉太書 
v 腓立比書 
v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v 腓利門書 

（書信中 長的一卷） 



大約日期 時期 主題 書信名稱 基督的稱謂 

48-50 B.C. 第一次旅程 
完結 

辯論 加拉太書 釋放者 

51-53 B.C. 第二次旅程 
期間 

初階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審判者 

54-58 B.C. 第三次旅程 
期間 

主體 哥林多前後書 救主 

61-63 B.C. 第一次拘禁 
期間 

監獄 歌羅西書 
腓利門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主 

64-68 B.C. 釋放後與第二
次拘禁期間 

教牧 提摩太前後書 
提多書 

掌權者 

羅馬書 



《羅馬書》與《哥林多前後書》所談論相
類同的題目如下：  

羅馬書 哥林多前, 後書 

論食物問題 14:1－15:6 林前 8:1－13; 14:1－11:1 

肢體與身體關係 12:3－8 林前 12:12－31 

亞當與基督的對比 5:12－19 林前 15:21－22, 45－50 

為耶路撒冷收捐款 15:25－32 林前 16:1－4 

林後 8:1－9:15 

( 58 ) 次 「信」 「義」 ( 36 ) 次 



《羅馬書》的作者是保羅，但他只是
口述，代為執筆的是德丟。 （「老三」） 

保羅原名「掃羅（求問之意）」 

保羅具備雙重文化背景： 

（一）a. 他是猶太人 

b. 他對猶太教異常熱心，較祖宗的遺傳更甚 

c. 他在迦瑪列門下受嚴謹的律法受教 

（二）他生於基利家的大數、受希臘教育並通曉希臘文 

d. 他有法利賽人訓練的資質 

（希伯來人所生的希伯來人） 



保羅寫｛羅馬書｝的時候，尼祿王作羅馬皇帝。 

v  尼祿時代的羅馬，天下太平，人民生活安定，
人都以能作羅馬公民為榮。 

v  羅馬是當代世界的首都，羅馬文化影響所及，
都直接影響福音的傳播。 

v  主前 63 年，羅馬將軍龐貝征服了猶大地，擄
走了許多猶太人並帶回羅馬作奴隸。但這些奴
隸堅持猶太教的生活方式，常常不受羅馬人歡
迎，頗大部份因而被釋放得了自由。 

使徒行傳六章記載的「利百地拿（Libertini）
會堂」大概就是這些被釋放的猶太人會堂。 



v  主耶穌和使徒時代，羅馬的猶太人可能已有
許多。 

v  羅馬第四個該撒皇帝革老丟因猶太人經常受
一個稱為基督的人所挑撥而發生了動亂，將
很多猶太人從羅馬趕出去（主前52年）。 

v  據傳統記載，亞居拉和百基拉就是在這時被
趕走的。 亞居拉和百基拉在哥林多遇見了保羅，

並一起同工 v  在革老丟去世後，驅逐猶太人的命令停止了，
很多猶太人（包括許多基督徒）顯然又遷回
了羅馬。 



《羅馬書》可概分以下的主題：  
一・神的福音（一1—17） 

二・神的忿怒（一18—三20） 

三・神的恩典（三21—八39） 

四・神的計劃（九至十一章） 

五・神的旨意（一二1—十五13） 

六・事奉與合一（十五14—33） 

七・提醒與榮耀頌（十六章） 



《羅馬書》可以說是基督徒的自由宣言。
信徒透過耶穌基督，得以從神對不虔不義
的人所發的聖怒中得拯救（稱義）： 

一・從跟神疏離而重新得以復和。 

二・從神律法的定罪底下得豁免。 

三・從對死亡的恐懼之中得自由。 

四・從種族之間的衝突裡得釋放。 

後，更能自由地把自己獻上，服事神和

周遭的人！ 



（一）拒絕神的旨意，達不到神的要求。 
（二）自亞當叛逆神開始，人的本質不再順從神。 
（三）神在道德上是聖潔、完美正直和公義的， 
          所以祂必須懲罰罪惡。 

（一）罪顯明了我們需要獲得赦免和潔淨的事實。 
（二）雖然我們不配，神仍然本著祂的慈愛，尋 
          找和寬恕我們。 
（三）祂又為我們預備了得救的途徑－－基督的 
          死替我們償還了罪債。 

「罪」ἁμαρτία 

「救贖」ἀπολύτρωσις 



（一）是神照著祂公義的標準來稱許人的行動。 
（二）是指在神的目光裏被視為是公正的，沒有 
          罪污的。 

（一）藉著神的能力，信徒得以成聖。 
（二）這表示我們已跟罪分離，可以順從並效法 
          基督。 
（三）聖靈使我們脫離律法的約束，我們再不害 
          怕審判了。 

「稱義」δικαιόω 

「成聖」ἁγιασμός 



從《羅馬書》十四至十六章去分析，當時
的羅馬教會可分為 少五派：  

一・「信心軟弱的」且對「信心剛強的」定罪 

二・「信心剛強的」蔑視「信心軟弱的」 

三・「懷疑的」 

四・「信心軟弱的」不對「信心剛強的」定罪 

五・「信心剛強的」不蔑視「信心軟弱的」 

敵意 分歧 



保羅當時的處境是：  
Ø  大概在他東航之前小住希臘三個月之時，在

哥林多發信的。（徒20:2-3） 

Ø  耶路撒冷是第一站，猶太地的基督徒十分窮

困，他要一將希臘教會的獻金送給他們。 

Ø  第二站是羅馬。 

Ø  西班牙（士班雅）是他計劃要去的地方。 

Ø  事實上，保羅將位於耶路撒冷和西班牙中間

的羅馬，視作行程來回後的恢復精神及籌備

前往西班牙（作宣教）之註腳點。 

保羅曾多次試圖探訪羅馬的信徒，
都未得如願。 



羅馬教會的形成：  

•  約於五旬節之後的時期（徒二1-10） 

•  由從耶路撒冷回鄉的猶太基督徒所建立 

教會𧗠生的問題：  

•  猶太信徒和外邦信徒產生了衝突（種族和神

學焦點） 

•  猶太基督徒對身為神的選民之地位自豪 

•  外邦基督徒對不再受律法轄制沾沾自喜 

五旬節到了….有虔誠的猶太人從天下各國
來，住在耶路撒冷….從羅馬來的旅客中，
或是猶太人，或是進猶太教的人。 



保羅在羅馬書開宗明義的講出：  
（一）人類自亞當犯錯之後便生為罪奴，耶穌基 
          督來釋放我們。 

（二）「福音」就是披露「從神對一切不虔不義

者的義怒中得著的自由」的好消息。 

（二）「得著的自由」是指我們「得以」： 

²  從疏離中得與神復和 

²  脫離被律法的定罪 

²  進到神兒女的榮耀 

²  將自己獻上，在愛中事奉神、事奉人 



保羅為了促使猶太基督徒與外邦基督徒和
好，他在書中闡述了兩個主題，並使二者
完美地交織在一起。 

〈主題一〉 
罪人惟獨藉著神在基督裡的恩典方可稱義，

絕對無視個人的地位和功德。 

〈主題二〉 
只要相信耶穌就可以成為神的子民，不再受

制於族裔、割禮或文化。 

不配而得到的 被
稱
為
無 
罪 



「合一」的呼召跟今天的我們息息相關。
因為：  

在基督的身體裡，我們仍會不斷地面對由種

族和神學所引致的衝突和緊張。 

但願我們在《羅馬書》中聽到神的呼召，

並能作出適切的回應，無負神對我們的愛

眷！ 

因如今領受神的恩典再不受限於種族和文化，

彼此之間「沒有分別」了（羅三22） 
就是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相信的
人，並沒有分別 



總括而言，保羅要給我們解釋：  

一個因著神的恩典而被稱義的人應具備的

生活表現。 

一個人被稱為義，有了聖潔的生命，他的

整個生命都受影響，有了改變。 

不論是對人、對神、對政府、對四週圍的

環境、對與我們意見不同的人，都應有與

別不同的生活表現！ 



「這福音是上帝從前藉著先知在舊約聖經中應
許給我們的；這福音講的是上帝自己兒子耶穌
基督的事情。」（羅一2-4）（當代） 

「這福音顯明了上帝的義，就是叫人由始至終
都靠著信與祂和好。舊約聖經也這樣說『義人
必因信而活。』」（羅一17）（當代） 

「既然是因信稱義，我們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
基督與上帝和好了。』」（羅五1）（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