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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3 月月月月 3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3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 :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1 節至節至節至節至 17 節節節節 

二二二二月月月月我們速讀了羅馬書一次我們速讀了羅馬書一次我們速讀了羅馬書一次我們速讀了羅馬書一次，，，，對此書卷有初步的認識對此書卷有初步的認識對此書卷有初步的認識對此書卷有初步的認識，，，，對當時的背景及羅馬書的結構亦對當時的背景及羅馬書的結構亦對當時的背景及羅馬書的結構亦對當時的背景及羅馬書的結構亦

了解多了了解多了了解多了了解多了。。。。之後幾個月之後幾個月之後幾個月之後幾個月，，，，我們會分段細讀本書卷我們會分段細讀本書卷我們會分段細讀本書卷我們會分段細讀本書卷，，，，今個月會先讀第一章至第五章今個月會先讀第一章至第五章今個月會先讀第一章至第五章今個月會先讀第一章至第五章。。。。這幾這幾這幾這幾

章主要講述人的罪與因信稱義章主要講述人的罪與因信稱義章主要講述人的罪與因信稱義章主要講述人的罪與因信稱義。。。。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一一一一)    開場白開場白開場白開場白 (1:1-7) 

二二二二)    保羅為羅馬教會感恩及祈禱保羅為羅馬教會感恩及祈禱保羅為羅馬教會感恩及祈禱保羅為羅馬教會感恩及祈禱 (1:8-12) 

三三三三)    寫信的目的寫信的目的寫信的目的寫信的目的 (1:13-17)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1:1 這種開埸白，與保羅其他書信不同，沒有私人的問候語，而是照當時正式書信的格式，把

自己介紹給收信人。這說明羅馬教會中認得他的人很少。 

1:3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按祂肉身的來源說，祂是大衛的後裔馬利亞生的(參

路三 23~31，希里是馬利亞的父親)，這句話也含有繼承大衛的寶座作王的意思。 

1:4 死亡藉著罪在人身上掌權(林前十五 55-56)，沒有人能進到死亡的權勢底下而又再出來的，因為人

都有罪(羅三 9)。惟有耶穌基督內在本質是聖潔的靈，祂完全無罪，所以死亡對祂無能為力。 

1:5 「並使徒的職分，」這是說傳福音乃是一個職責，是神的授與和託付；即使我們不甘心去

作，責任卻已經託付給我們了(林前九 17)。 

1:8 『天下』指當時凡有福音傳到的地方。 

1:11 這裏的屬靈恩賜，不是指超自然的能力，而是指教導和治理之類的才幹(參羅十二 6~8)。 

1:13 「如同在其餘的外邦人中一樣，」由此可見羅馬教會的大部分信徒是外邦人。 

「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保羅的意願受到阻隔的原因可能是： 

 (1)分身乏術，在其他地方有更迫切的需要。 

 (2)還沒有遇到合適的時間與機會。 

 (3)聖靈直接的攔阻(參徒十六 6~7)。 

 (4)撒旦的阻擋(參帖前二 18)。 

1:14 「希利尼人，」即希臘人，這詞在當時指羅馬帝國內講希臘話或實行希臘生活方式的外邦

人，他們有很高的文化水準，故在此代表文明的人。 

「化外人，」原文是語言難聽的人，意指一切未受希臘文化薰陶的人，在此代表野蠻的人。 

「我都欠他們的債，」是指保羅向他們負有傳福音給他們的責任。 

1:16 「我不以福音為恥，」傳福音是傳拿撒勒人耶穌，拿撒勒在當時是被一般猶太人所鄙視的

(參約一 46)，而猶太人在羅馬帝國中是二等公民，也是為一般羅馬人所歧視的，所以若沒

有聖靈的感動，難免會有羞恥心。 

22001133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讀讀讀讀讀讀讀讀經經經經經經經經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階階階階階階階階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至至至至至至至至六六六六六六六六月月月月月月月月))：：：：：：：：羅羅羅羅羅羅羅羅馬馬馬馬馬馬馬馬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惟惟惟惟惟惟惟惟喜喜喜喜喜喜喜喜愛愛愛愛愛愛愛愛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律律律律律律律律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晝晝晝晝晝晝晝晝夜夜夜夜夜夜夜夜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想想想想想想想想，，，，，，，，這這這這這這這這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便便便便便便便便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有有有有有有有有福福福福福福福福！！！！！！！！」」」」」」」」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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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神的義』不同於『人的義』。人的義是人憑自己的力量和行為，來滿足神公義的要求；

神的義是神自己來滿足神公義的要求，而將稱義的地位白白的賜給相信的人。 

『義人必因信得生』，這句話引自哈巴谷書二章四節。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 既然羅馬教會的信徒不太認識保羅，為什麼保羅這麼渴望到他們那裡？還打算將屬

靈的恩賜分給他們？ 

2. 經文說：「神的永能和神聖是明明可知的」，你在什麼地方看到神的「永能」和「神

性」？ 

3. 保羅雖然經常遇到挑戰他的信仰的人，但他並不以福音為恥。在你周圍有沒有人喜

歡挑戰/取笑你的信仰？遇到這些人我們應該怎樣做？ 

4. 神為什麼任憑人犯罪？這些人明知這樣做是該死的，為什麼他們不但自己去做，還

贊同別人去做？ 

 
 
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3 月月月月 10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3 月月月月 16 日日日日)：：：：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章章章章 18 節至第三章節至第三章節至第三章節至第三章 20 節節節節 

 

全人類都被定罪全人類都被定罪全人類都被定罪全人類都被定罪 

一一一一) 外邦人被定罪外邦人被定罪外邦人被定罪外邦人被定罪 (1:18-32) 

二二二二) 神審判人的原則神審判人的原則神審判人的原則神審判人的原則 (2:1 – 11) 

三三三三) 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律法的功用 (2:12 – 16) 

四四四四) 猶太人被定罪猶太人被定罪猶太人被定罪猶太人被定罪 (2:17 – 29) 

五五五五) 神的信實的證明神的信實的證明神的信實的證明神的信實的證明 (3:1 – 8) 

六六六六) 所有人皆被定罪所有人皆被定罪所有人皆被定罪所有人皆被定罪 (3:9 – 20)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1:21 當日保羅所處的時代，大多數有思想的哲學家，終日無所事事，專好與人爭辯(徒十七 18)。 

1:24 所謂神『任憑』人，並不是指神授權給人去犯罪，乃是說神任憑人自由選擇不義的事，不

加阻止。 

1:26 本節的『情慾』在原文和廿四節的『情慾』不同字。這裏指偏於邪的情慾；廿四節指無法

抑制的情慾。 

1:27 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前面第廿四節的淫亂，是指異性間的淫亂；這裏則指同性間的淫

亂。 

2:1 『你』字特別指著猶太人(參 17 節)，因猶太人一向以為自己得天獨厚，多方論斷、輕視外

邦人，認為外邦人不認識神的法則，且過著不道德的生活。保羅先在第一章說明外邦人都

在神的定罪之下，然後在第二章也把猶太人列入神所定罪的對象。 

2:9 『患難』重在指外面的境遇；『困苦』重在指內心的感覺。『一切』表示沒有人可以例外；

『作惡的人』是指上節『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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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猶太人』是神的選民，『希利尼人』代表一切外邦人；

本句話表示神的賞罰有其先後的次序，正如神救恩的次序一樣(羅一 16)。 

2:11 「不偏待人，」原文是不看人的臉。 

2:13 『稱義』指在審判的日子蒙神宣告無罪。 

2:14 『本性』指人與生俱來的良善天性；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創一 26~27)，因此在人受造

的時候，本性原是正直的(傳七 29)；後來人雖然墮落了，但這個良善的本性仍在人的裏面，

要求人作好(就是『行律法上的事』)。 

2:16 『隱密事』指從未顯露出來的罪案、不為人知的罪、未曾受過審判的罪，包括罪的動機和

意念。 

2:17 『倚靠律法』指猶太人以他們有律法為榮，認為律法使他們與其他世人有所分別(參詩一

百四十七 19~20)；但律法的功用原不是要給人倚靠，乃是要叫人知罪。 

2:19 『瞎子』指外邦人，他們所以不認識真神，是因被假神弄瞎了心眼(參林後四 15~16)；『領

路的』指猶太人，他們自以為認識真神，所以清楚神的道路。『黑暗中的人』指外邦人，

他們的裏面是『瞎眼』，外面是處身在『黑暗』中(參太四 15~16)；『光』指猶太人。 

2:22 猶太人不拜偶像，卻偷廟裏的東西；當時廟裏富足，猶太人常把偶像視為金銀而偷去(徒

十九 37)。在聖經中，視這種金銀為污穢、可憎(申七 25~26)。他們已經陷入污穢、可憎，

又叫神因之受褻瀆(24 節)。 

2:24 本節的話出自以賽亞書五十二章第五節。 

2:25 『割禮』是神與以色列人立約的記號(參利十二 3)，也是在約中蒙福的憑據(參創十七

10~11)。猶太人後來認為割禮就是得神喜悅的保證。 

猶太人引以自誇的有三點：(1)有神(17 節)；(2)有律法(18 節)；(3)受割禮(25 節)。然而他們

卻頂撞了神，又違犯了神的律法，所以僅僅在外面有了受割禮的儀式，也是徒然。 

2:29 『裏面』原文是暗中的，隱藏的。 

3:4 本句是大衛犯罪之後受感悔改所說的話(詩五十一 4)；一面是說當人失信、犯錯時，神就

審判、責備他們，藉此顯明神的公義；另一面是說當人企圖議論神、審斷神的時候，反而

給神一個機會來證明祂是對的。 

3:8 這些人曲解並詆毀使徒的話，認為保羅所傳福音的道理，叫人不必遵守律法規條(西二

20~23)，豈不正符合他們所辯解的話――人的犯罪作惡，正好幫助神顯出祂的良善來。這

樣的辯解，是混亂神的真理，也證明他們不肯悔改認罪、接受神的救恩，所以他們該受神

的審判。 

3:12 「一同變為無用，」是指食物腐敗不能吃，除了丟掉沒有任何用處的意思 

3:13 「他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引自詩篇五章九節；這裏指人內心的腐敗，到處散播死亡

和污穢(太廿三 27；十五 18~20)。 

「嘴唇裏有虺蛇的毒氣，」引自詩篇一百四十篇三節 

3:15 本節和第十六節引自箴言一章十六節和以賽亞書五十九章七節；指人勤於犯罪作惡，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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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逃避刑責。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 我們為什麼不要論斷別人？不要論斷別人是否即是不可指出別人的錯誤？兩者有什
麼分別？ 

2. 猶太人為什麼覺得自己比外邦人優越？保羅指出他們有什麼問題？你曾否亦像猶太
人一樣，認為自己較其他人優越？ 

3. 在猶太人眼中，我們這些外邦人並不是神所揀選的子民，本身是和福音無份，是什
麼令到神的恩典臨到我們身上，使我們得救？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週週週週 (3 月月月月 17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3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21 節至第四章節至第四章節至第四章節至第四章 25 節節節節 

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的的的的真理與例真理與例真理與例真理與例證證證證 

一一一一))))    神給神給神給神給人的出路人的出路人的出路人的出路：：：：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因信稱義 (3:21 – 3:31) 

二二二二))))    亞伯拉罕因信稱義亞伯拉罕因信稱義亞伯拉罕因信稱義亞伯拉罕因信稱義    (4:1 – 22) 

三三三三) 亞伯拉罕被稱義的意義亞伯拉罕被稱義的意義亞伯拉罕被稱義的意義亞伯拉罕被稱義的意義 (4:23 – 25)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3:22 因信稱義的定義，就是神把祂的義「加給一切相信的人」；我們原來並沒有『神的義』，但

因著『相信』主的緣故，就額外得著了神的義，憑此在神面前稱義。 

因信稱義的條件，乃是「信耶穌基督」；『信耶穌基督』原文是『在耶穌基督裏的信心』，

意即我們的信心不僅是以耶穌基督為對象(徒十六 31；約二十 31)，並且是從主而得(來十

二 2)，又以主為培養並持守這信心的領域(提前一 14)。 

因信稱義的範圍，乃是「一切相信的人，並沒有分別」；無論是甚麼人，人所認為的好人

或壞人，猶太人或外邦人，聰明人或愚拙人，男人或女人，都沒有分別(西三 11；加三 28；

林前十二 13)，只要『相信』主即可。 

3:30 我們雖然同有一位神，不過，就著神的揀選來說，猶太人是神所揀選的子民(申七 6)，他

們的地位和外邦人不同，所以這裏的兩個『因信』，原文的前置詞並不相同，對受割禮的

人是用『本於信』(Out of Faith)，對未受割禮的人則用『藉著信』(Through Faith)；猶太人

是本於信，外邦人是藉著信。 

4:2 「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亞伯拉罕的善行，在神面前並無可誇，原因如下： 

(1)善行乃是人在神面前的本分，並不是傑出的表現。 

(2)任何善行本身，在神的眼光看來，都達不到神的標準。 

(3)事實上，在亞伯拉罕的生活中仍有一些瑕疵，並未盡善盡美。 

亞伯拉罕蒙神稱義，不是憑著他的肉體和行為，乃完全是因著信神，而被神算為他的義(參

3 節)，故他並沒有甚麼可誇的。 

4:3 這裏的『算』字在原文意味著賬目上的『記入』；神將他的『信』記在神的賬上，認作是

他的『義』。 

4:10 根據舊約聖經，亞伯拉罕是在創世記第十五章被神稱義(創十五 6)，而在第十七章才受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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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創十七 24，26)。這兩件事相隔的時間，至少十四年以上(參創十六 16；十七 24~25)；若

根據猶太人的傳統說法，大約有二十多年之久。很明顯地，稱義在前，受割禮在後。這證

明亞伯拉罕的被稱義，與受割禮無關。 

4:13 『應許』按希臘原文有兩個字，一個是有條件的應許，一個是出於善意無條件的應許，此

處所用的字正是後者――神應許亞伯拉罕並不是因為他有甚麼功績；『他後裔』原文是單

數，但此處的意思不是指基督(加三 16)，而是指所有以亞伯拉罕為父之人(參 11~12 節)的

總體。 

4:16 『屬乎律法的』一詞中的『律法』一字有定冠詞，顯然是指摩西的律法說的，故屬乎律法

的人是指猶太人；『那效法亞伯拉罕之信的』是指信主的外邦人。亞伯拉罕有兩班後裔，

一班是有律法的猶太人，一班是沒有律法的外邦人信徒；前者是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喻

如『海邊的沙』，後者是亞伯拉罕屬靈的後裔，喻如『天上的星』(創廿二 17)。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 既然行為不能使人得救，我們還需要守律法、做善事嗎？做善事能減輕我們的罪嗎？

你試過期望以行為來向上帝換取什麼東西嗎？ 

2. 亞伯拉罕因信稱義和我們有什麼關係？亞伯拉罕在他的生平中，有什麼事情顯示他

對上帝的信？ 

3. 你在上帝面前能稱為義嗎？「算他為義」(4:23)對你有什麼意義？主耶穌的死和你有

什麼關係？祂的復活對你又有什麼意義？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3 月月月月 24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3 月月月月 30 日日日日)：：：：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因信稱義的福分因信稱義的福分因信稱義的福分因信稱義的福分與與與與原理原理原理原理 

一) 因信稱義所帶來的福分因信稱義所帶來的福分因信稱義所帶來的福分因信稱義所帶來的福分    (5:1 (5:1 (5:1 (5:1 ––––    11)11)11)11)    

二) 因信稱義的原理因信稱義的原理因信稱義的原理因信稱義的原理：：：：基督與亞當基督與亞當基督與亞當基督與亞當    (5:12 (5:12 (5:12 (5:12 ––––    21)21)21)21)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5:3 信徒在患難中仍有喜樂，是因為『知道』我們的患難並不是白受的，它乃是神恩典的化身，

是要叫我們得益處(來十二 10~11；羅八 28)，使我們達到完全的地步。『忍耐』原文的意思

並不是消極的耐心忍受，而是積極的勝過環境考驗的毅力；這種堅忍的毅力，是人經歷患

難受苦，逐步被陶鑄成功的。 

5:4 『老練』原文字用於金屬經過提煉後毫無雜質的狀況，故此處指人經過神煉淨後所產生的

純潔、美好、堅強等成熟的品格。 

5:5 『羞恥』意指因盼望落空而蒙羞。信徒的『盼望』不是一種毫無根據的樂觀，乃是我們經

歷神而得的一種確信。 

5:7 保羅在前面曾引證說，『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三 10)，故這裏的『義人』不是指

完全無過的人，而是指『盡其本分，不虧負別人所該得的人』。 

『仁人』原文在前面有定冠詞，是指『在別人所該得的之外，另予額外施捨的人』。『或者

有敢作的』指人因受感而生發勇氣去犧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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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罪是從一人入了世界，」這裏的『罪』字是單數名詞，指有位格的罪性(參創四 7)；『一

人』指亞當(參 14 節)；『世界』指世人或眾人，即全體人類(參約一 29；三 16 原文同字)。

因著亞當一人的墮落，罪性就進到人的生命裏頭，使眾人都受罪的奴役而犯罪(約八 34)。 

5:13 當亞當墮落的時候，雖然當時神還未頒賜律法，因此罪還沒有被律法顯明出來，但是『罪』

已經存在，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5:14 『那以後要來之人』就是基督，祂是末後的亞當(林前十五 45)；『豫像』意即豫設的表徵。

亞當如何是舊造的元首和代表，也豫表基督如何是新造的元首和代表。眾人如何因著亞當

一人而有所得，照樣，眾人也都要因著基督一人而有所得。 

5:16 本節說出審判與恩賜，以及定罪與稱義的差異： 

(1)審判是將一人的罪過推到眾人身上，恩賜是將眾人的罪過歸給一人。 

(2)定罪只考量一人、一次的罪行，稱義則考量了眾人、多次的罪行。 

(3)歸納而言，審判不如恩賜，定罪不如稱義。 

 

5:20 『律法本是外添的』，是說頒賜律法並非神的原意，只因人有罪而不知罪，神就引進了律

法；『叫過犯顯多』是說律法的功用是將罪顯明出來，並且越顯越多，使人從而認識自己

的敗壞和無能，因此轉向基督的救恩。 

5:21 本節是第三次題到『照樣』，來說明在亞當裏的所得，和在基督裏的所得之對比。 

 

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 

1. 你在人生中曾遇過患難嗎？回想一下在近期的一次患難中，你是如何渡過的？你在患

難中能忍耐嗎？在患難中又是否有盼望？ 

2. 為人犧牲，可以包括犧牲時間、精神或體力，我們或許可以為家人、朋友或好人犧牲，

我們又能否為不認識的人犧牲？甚至效法主耶穌，為討厭自己、憎恨自己的人犧牲？ 

3. 「為此，正如罪是從一人進入世界，死又從罪而來，於是死就臨到所有的人…」(5:12) 

「…連那些不與亞當犯一樣罪過的，也在死的權下…」(5:14) 

「…因一次的過犯，所有的人都被定罪…」(5:18) 

「因一人的悖逆，眾人成為罪人…」(5:19) 

一人犯罪，眾人受牽連，這樣對眾人公平嗎？ 

「…因一次的義行，所有的人也就被稱義而得生命了。」(5:18) 

「…因一人的順從，眾人也成為義了。」(5:19) 

一人受死，眾人皆被稱義，這又對眾罪人公平嗎？ 

「…恨我的，我必懲罰他們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

必向他們施慈愛，直到千代。」(出 20:5 下-6) 

由以上經文所見，你認為神是一位怎樣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