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马书概论

一、本书作者

本书是使徒保罗写的，这已经得到教会普遍的承认。

本书开头就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

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罗１：１-７)。这一段话把写信者与收信者，都介绍得非常清楚，使我

们在思想上不再存在疑问。

二、本书写作时间与地点

本书是公元５８年二月(有的解经家认为是公元６０年)保罗在哥林多城一位信徒该犹家中写成的(罗
16:23)。

三、本书背景

罗马城的教会既非保罗所建立，也非彼得所建立。虽然罗马教会一直强调罗马教会是使徒彼得建

立的，但无论如何总找不到可靠的依据。如果真是彼得所建立，保罗在书信中一定会提到他，因为彼

得是大名鼎鼎的使徒，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信徒，使徒行传也未提到彼得去过罗马。教会中曾经流传彼

得去过罗马，并且在那里为主殉难(倒钉十字架)，这个传说如果属实，也是以后的事。从许多情况分

析可以断定，罗马教会的创立，看来与使徒彼得无关。

当五旬节圣灵降临时，耶路撒冷有一次空前的传福音大会。当时也有从罗马来的人(参徒２：１

０)，他们在那次传福音大会中悔改信了主，以后就把福音带了回去，于是罗马就建立了教会。当保

罗写信时，罗马教会已经相当兴旺，而且闻名于世。保罗说："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罗 1:8)。

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不久，就遭到了迫害，不少信徒就向各处逃散。那些四散的信徒也就把生命福

音的种子带到各处去，当然也会有信徒逃到罗马，不久生命的种子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并且开花结果，

罗马教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本书第十六章中，保罗提到二十六位罗马信徒的名字。那些人都是保罗在各地教会同过工的人，

有的还是保罗的亲戚。除了三位是犹太人外，其余都是外邦信徒，其中有不少是女信徒，也有女使徒

犹尼亚，这些信徒也是把生命福音的种子带到罗马去的人。这样分析是合情合理的。

罗马城当时是罗马帝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商业发达的大城市，世界各地有不少人迁居到那里。

那时罗马曾号称为天下的中心，故有"条条道路通罗马"的说法，可见那时罗马城兴盛繁荣的景象，以

及对世界的影响是多么广大深远。

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后期，再次到达哥林多，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他准备回耶路撒冷送交奉

献款项之后，再去访问罗马教会(罗１６：２１；徒１９：２１)。保罗代哥林多教会的领袖路求、耶

孙、所西巴德问罗马教会安，又举荐哥林多郊区坚革哩教会的女执事非比(１６：１-２)，可见保罗致

罗马教会的书信，就是在哥林多写的。很可能是趁女执事非比去罗马的机会，托她把信顺便带给罗马

教会的。

四、本书题旨

罗马书的主题就是讲论"神的福音"(１：１)，这种说法是全部救恩真理最宏伟的名称。因为"神并

不偏待人"，并且他"不只作犹太人的神"，"也作外邦人的神"(２：１１，３：２９)。既然"普世的人"
都犯了罪(３：１９)，则所启示出来的救赎方法也应该同样宽大，合乎众人的需要，而且是以信心为

唯一的条件，才算合适。

罗马书不但包括了关于救恩方面极其丰富的真理，而且还有三章特别的经文(９：-１１：)，使得

神对以色列家重要的应许，以及关于外邦人的救恩应许都能调合起来。要应验前者必须等到外邦人得

救的数目添满，教会信徒生命成熟，救主才能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参１１：２５-
２７)。

罗马书是使徒保罗一部伟大的著作，是一本相当完整的系统神学，对于基督教会的基本信仰，对

于神完全的救恩真理，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它在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方面所起的作用都非常巨大，

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城该犹的家里口授，由德丢为他代笔书写。试想象：一位年纪约六十左右的老

使徒，为主耶稣基督传扬福音，建立教会，二十多年如一日，风尘仆仆，历尽艰险，挨打受辱，饱经

忧患。看他的面貌，比他的实际年纪更加苍老。他坐在该犹的家里，开口一字一句慢慢叙述，一个希

腊人德丢坐在他旁边，在羊皮卷上不住地记录。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

神的福音......"。全本罗马书就是把神的福音有次序有系统地阐明出来。神福音的实际内容究竟是什么

？总而言之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全部生活。具体地说，就是主的降生、受死、复活、升

天、再来这五件事，这可以称为救恩的五环，缺一不可。他死是代人赎罪，复活是赐给人生命，升天

是为人代求，将来还要再来，建立国度，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神的福音不是哲学，只供人探讨辩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需要亲身经验的。无论何人只要能

相信、接受，把救恩运用在他身上，就必定会罪得赦免，得称为义，并且成圣、得胜、得着荣耀。所

以保罗宣布他写罗马书的宗旨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

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

'义人必因信得生'"(１：１６-１７)。

五、保罗写罗马书的主要原因

保罗认为罗马教会内部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决。他十分关心罗马教会信徒属灵生命的成长，

因为他深知有些犹太人中的律法派，分散在各地教会中进行各种宣传，强调外邦信徒必须遵守旧约律

法，受割礼，守安息日才能得救。这些异端谬论必定会刮到罗马教会，混乱真道，影响罗马教会信徒



的属灵生活。因此，保罗就用书信的方式，来讲明"因信称义"、"赖恩得救"的重要真理，以防止和纠

正靠律法(行为)称义的错误论点。如果说人是靠律法得救，那就贬低、甚至否定了耶稣基督流血舍命

的救恩。若是仍旧靠受割礼、守安息日得救，那就等于基督没有替罪人死，那就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

上所完成的救赎工作完全推翻了。

"因信称义"、"赖恩得救"的真理，虽然已经在耶路撒冷大会有了明确的解释，不应当再发生任何

问题，但是，按犹太人的传统习惯，他们总认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神特殊的选民，得天独厚，

有特别的优势。他们认为必须遵守旧约律法的规定才能得救。犹太信徒中的割礼派，到各地教会中去

散布他们自己的错误论点，以致不少外邦信徒思想就陷入混乱之中，一时弄不清楚律法与救恩的关系

到底应该如何解决。因此保罗就用自己蒙恩得救的亲身经验，来证明无论外邦人或犹太人都绝对不能

再倚靠遵守律法、受割礼、守安息日得救，只有藉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才能称义。保罗深望自己的同

胞犹太人，能丢掉自己的成见，真诚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作救主，成为蒙恩得救的人。

另一方面，信徒对因信称义的真理，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因为因信称义白得救恩，就可以放

任自己大胆犯罪；而是应该知道因信称义并非废掉律法，乃是要坚固律法(３：３１)。既然是在恩典

之中，就更加不可犯罪(６：１５)。蒙恩得救之后就应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追

求圣洁、敬虔，过得胜的生活。

律法只能约束人的外面行为，而救恩却能带给人新的生命。新生命有能力改变人，使人把救恩活

出来。如果真正活出主的救恩，人就会有超律法的行为。马太福音五至七章的登山宝训，那样的生活

就远远超过了旧约律法的标准。

保罗写的罗马书，揭示了人类历史中一个奥秘，那就是神拣选犹太人，就是为要实现他与亚伯拉

罕所立的约--要使地上万族得福。因为犹太人心里刚硬，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甚至要求彼拉多

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因此神就使救恩临到外邦人，又藉着外邦人悔改归主，而激发犹太人悔改

归主。最终使犹太人、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都一同蒙恩典得拯救，这实在是神奇妙的恩典和极大的智

慧。

在此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罗马书中特别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第一，是救恩哲学--人如何才能在神面前得称为义？

第二，是历史哲学--以色列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意义。就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最高目的是什么？

第三，是伦理哲学--基督徒行事为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品性和行为。

六、本书的地位

历来教会中的神学家和解经家，都认为罗马书实在是使徒保罗的一部伟大著作，并对它有极高的

评价。加尔文认为罗马书打开了新旧约圣经一切宝藏之门。马丁路得称罗马书是新约中的重要著作，

是最纯正的福音。黑蓝顿为了细读精研罗马书，曾亲手抄录两遍。我国著名神学家贾玉铭牧师说："
罗马书如同大光，照亮了全部圣经的真理"。有的圣徒研究了罗马书以后，感动地说："亲爱的使徒保

罗阿！不要说你为我们写了十三封书，就是你只写了一本罗马书给我们，就不知道应当如何感谢你了，

因为它里面的真理实在太丰富、太宝贝了。"罗马书对古代约伯所提出的"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伯
9:2)的问题作了明确肯定的回答。就是如果不是神自己设立救法，就没有人能在神面前称为义。神的

救法，就是差遣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为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一切相信、接受的人都可

以罪得赦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

七、本书分段



１、关于福音的启示（１：１-１７）

关于福音问题，主要就是认清楚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具体地说，福音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１：

１-４；可１：１；徒２８：３０)。"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

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１：４)。

保罗开始向罗马信徒问安，以后他就说明他打算访问罗马教会的意向，藉着传扬福音以偿还他所

欠的福音之债。接着他就说明神使罪人得称为义的方法。一章十六至十七节，是本段最重要的经文。

这里不但指明了全世界的人都需要悔改，同时也指明了人进到神面前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２、普世的人都需要救恩（１：１８-３：２０）

这里说明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保罗首先说明世人如何远离神，得罪神，以及他们可怕的结局。

神在外邦人身上，是使他们从伟大奇妙的自然启示中(外感的启示)，以及人主观内感的启示上，去认

识神的客观存在；但是，他们仍旧故意不信靠真神，偏要去敬拜假神，并且在生活行为上作出许多污

秽败坏的事情，可见他们在神面前的罪行是无法推脱的。

第二章就讲到犹太人也是有罪的，有罪的人就毫无例外地需要救恩。二章一节说："无论你是谁"，
就是包括所有的人。特别是二章十六节说："藉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那并不是种族问题，

乃是人心中的隐情要被审判。神是鉴察人心的，人的一切行动和意念，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这

就说明人人都是有罪的。

犹太人只有外表的宗教仪式，并没有实际的属灵内容。实际上犹太人也没有真正完全遵守律法上

的规条，就是按律法来说他们也是有罪的。

３、人怎样才能得称为义（３：２１-３１）

三章九至二十节说明，在神的眼光中，人人都是有罪的。因为神是从人的生命里去看人，人肉体

中所有的义，都如同污秽的衣服，是不能被神悦纳的(参赛６４：６)。

三章二十一节至三十一节，神赐给人一个"挽回祭"，作为救赎的方法。这里清楚说明：

①人得称为义的泉源，就是神的恩典(３：２４)；
②人得称为义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３：２５，５：９)；
③人得称为义的通路，就是人的信心(３：２２、２６、２８)；
④人得称为义的根据，就是基督复活(４：２５)(注意：三章二十二节，人们犯的罪行虽然各不相

同，但都是亏缺神荣耀的罪人)。基督从死里复活，不但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并且也为我们这些相

信的人活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因信称义并不是新道理

罗马书是用答辩的方式写的。保罗说了因信称义的道理之后，犹太人中的割礼派就会反驳说："
犹太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他们认为亚伯拉罕就是倚靠行为称义最好的例子。关

于这个问题，保罗引经据典加以证明：亚伯拉罕并不是因行为称义，也是因信心称义。他强调亚伯拉

罕并不是在受割礼之后才称义，乃是在他受割礼之前，就被神称义了。我们要知道亚伯拉罕称义的事

情记载在创世记十五章四至六节，而亚伯拉罕受割礼的事是记载在十七章九至十四节。可见亚伯拉罕

的称义与受割礼的事没有一点关系。



就是说，亚伯拉罕先被神称义了，以后的割礼不过是如同打一个印记来证明一下，因为他在受割

礼之前神已经称他为义了。就好象今天信主的人领受洗礼，那人先在神面前清楚得救了，洗礼不过是

在众圣徒面前作一个见证。

大卫也认为那在行为上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

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４：７-８)。

4. 因信称义后的福乐（５：）

怀疑的人又反驳说：人因信称义，既然如此容易，那么请问：这样，救恩的根基牢固吗？能经得

起苦难环境的考验吗？保罗对这个问题也作了清楚的论证和解答：

第一，因信称义的人是已经与神和好(５：１)；这是说明因信称义的人，已经与神发生了关系，

生命地位以及与神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再站在与神为敌的地位，乃是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第二，因信称义的人，是已经进入神的恩典之中(５：２)；这说明因信称义的人，已经脱离了撒

但黑暗的权势，迁到神爱子的国里，成为神家中的人了。

第三，因信称义的人就有荣耀的盼望(５：３)；荣耀的盼望包括永生、成圣、得胜以及千禧年国

度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的荣耀。将来的荣耀对我们实在有强大的吸引力。

第四，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５：３)；因信称义的人是经得起苦难考验

的，因为苦难能锻炼造就信徒的生命，使他的生命更老练、更丰盛。同时，苦难也能使信徒更加往下

扎根，向上结果。这种快乐也是因为对环境有了新的认识。

第五，因信称义的人就会有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心中(５：５)；因为里面有了神的爱，思想感情

也就会发生新的变化，因此对神、对肢体、对众人都有了神圣的爱心。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信徒在主

的爱中都会彼此帮助，彼此扶持，使大家共同追求长进。

请注意：五章五节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在此我们应当认识，救赎工作是三位一体的神共同完成

的，就是圣父预备了救恩，圣子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圣灵感动人心接受救恩。

在此我们也应该对于"称义"、"悔改"、"重生"、"得救"等名词，稍加解释，以便我们对救恩真理能

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称义"是指在神面前的地位说的，是客观的。就是在我们信主时神特别赐给我们的。

"得救"是指环境说的。是因为我们信主，神就把我们从黑暗、罪恶和撒但的权下，拯救出来。

"重生"是指里面的生命说的。是我们信主时神藉着圣灵把神生命带到我们里面来，使我们成为有

神生命的人。这生命对我们是主观的，因为是在我们里面所发生的事情。

"悔改"是指心思意念和行为上的改变。人得到神的生命以后，这生命在人里面就会发生作用， 使

人里面的生命有了变化，接着就会带动外面生活行为上的改变--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以上四种不同的名词，实际上也就是一件事情的四个方面。希望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能加深领会理

解。



5、因信称义与对罪的态度问题（６：）

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因信称义，并不是鼓励人去继续犯罪，故意叫恩典显多，因为因信称义的

人就是在罪上死了。领受洗礼就是表明与主同死、同埋、并一同复活，成了一个新造的人，一举一动

有了新生的样式，不再作罪的奴仆，乃是从罪里得了释放，不再受罪的辖制捆绑。

反对保罗因信称义的人说，既然不倚靠自己的行为得救，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犯罪好了；

保罗说："断乎不可"！这句话是希腊人的成语，就等于中国孔子的一句话："天厌之"。 一个得救

的人在地位上已经与主一同死了，而且一同埋葬了，就不能再犯罪了。

因信称义者的身体如同一幢房子，住在里面的主人已经换成另外一位新主人了。从前作罪的奴仆，

如今也"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作奴仆，以至于成圣"(６：１９)，也就是向罪死，向神活。

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一定要脱离一切罪恶污秽，成为圣洁的人才对(参弗４：１)。有些人虽然已

经信了主，但他却仍旧活在罪恶污秽之中，他行事为人与世人没有分别，几乎看不出他是一个属主的

人，这是很不正常的，也是羞辱主的。(这章圣经提到"旧人"，这"旧人"是指凡是从亚当里来的旧造，

都叫旧人。"罪身"是指犯罪的工具，就是由其来执行犯罪的事情。"罪身灭绝"、"灭绝"原文是"失业"。
"肉体"是指罪性，就是亚当犯罪以后所遗传下来的天性。)

6、因信称义者的奋斗与叹息（７：）

一个人在因信称义，有了重生得救的经验之后，就会发现自己里面有了新人与旧人之间激烈的争

战。这也就是外面人与里面人(即肉体与心灵)或者说新天性与旧天性之间的争战。有些事情明知不对，

不应该去作，但仍旧去作，叫基督徒感到非常痛苦，可是却无法脱离这种困境。

这两种不同生命的争战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现象，这个争战也是无法调合的。本章从七至

二十四节中有五十九个"我"，是新约圣经中"我"字最多的一章。可是到了第二十五节就是一个重要的

转折，那就是向里面看。"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就是脱离犯罪的律，以使生

活成为圣洁。就是说，我们得救是倚靠耶稣基督，我们得胜也是倚靠耶稣基督。

7、因信称义者的自由和权利（８：）

这是罗马书中最可爱的一章，它主要是讲到生命与圣灵的律。前一章是讲到一个人虽然得救了，

但是因为从亚当里来的天然生命没有受到对付，所以就仍然过着失败的生活，自己愿意的不去作，自

己不愿意的反倒去作，内心感到无限的痛苦。

这一章讲到圣灵的律。圣灵给蒙恩得救的人一种新的生命，新生命在人里面有个功用，这个功用

就是圣灵的律，这也是使徒保罗在属灵生命真理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

得着什么生命就会活在什么形态之中。我们的生命中是谁在里面活着？这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我们应当知道犯罪是亚当生命的本能，行义是基督生命的本能。本书第八章是讲圣灵最多的一章。圣

灵的内住，能给信徒带来极大的能力，信徒能用圣灵的律去胜过犯罪的律。圣灵的内住就是人活在圣

灵之中，就可以唱出得胜的凯歌。("里面人"即属灵的新生命。"外面人"即从亚当里遗传下来的旧生命，

就是指魂的生命，也可称为天然生命。)

8、关于犹太人不信的问题（９：-１１：）



与保罗持不同见解的人提出问题说："难道神把犹太人永远丢弃了吗？"保罗回答说：因为犹太人

拒绝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旨意就使犹太人暂时被弃绝，任凭他们流浪天涯，在那些日子他们受

尽熬炼痛苦；在犹太人暂时被弃绝的过程中，救恩临到了外邦人。在此，我们也可以看见神拯救世界

的伟大计划。

九至十一章主要是讲神的智慧与权柄。他有权柄拣选人，也有权柄弃绝人。对犹太人因为他们不

信而被暂时弃绝，就使更多的外邦人蒙恩得救；因为外邦人蒙恩得救，又感动犹太人归向神而蒙恩得

救，这真是神极大的智慧。

犹太人中那些掌权者，不但把神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们又利用各种机会来逼迫神的

教会。保罗在传道时所到的地方，受到犹太人的扰乱与迫害相当厉害，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就是弥赛亚，

所以就作出这些大大得罪神的事情来。

反对保罗论点的人又说：倘若耶稣果真是他们旧约圣经中所预言的弥赛亚，那么神自己所拣选的

百姓怎么会如此弃绝他呢？九至十一章这三章就是保罗的答复。九章一至五节是保罗心中因为以色列

人弃绝主而有的忧伤。在这一段经文中保罗所说的话，及所流露的感情极其动人。他情愿为以色列人

的得救而牺牲生命，甚至于灵命，"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请看他爱同胞的心何等热忱恳切！就是他

愿同胞得救，自己沉沦，也在所不惜。

九章六至二十四节是讲到神的主权。九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说旧约圣经对犹太人早有预言。

十章和十一章，是讲论犹太人自己的罪过，与他们未来的希望。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以色

列全家都要得救，神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都要完全实现。说明神是信实的神，又是得胜的神。

9、奉献的生活（１２：）

人必须先有一至十一章的认识与经历，然后才能进入十二章的真理，过好奉献的生活。就是说，

先得到圣灵的光照，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接着就因为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罪得赦免，蒙恩得救，

得称为义，并且因为圣灵在里面的工作而成为圣洁；以后又在圣灵的光照之下，看见了神对世界的整

个计划，又知道神的恩典与严厉，同时也看到神的智慧与权柄，看到神的宏观计划与微观措施是何等

智慧奇妙......。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听见保罗对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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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注意：十二章一节是献身，二节是献心。

基督徒应当奉献自己过新的生活，在生活与工作中都应当有事奉。身体在哪里，事奉也应当在哪

里。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完全是神恩典的赐与。神诸般的恩典就是我们遵行神旨意的动力，也能使

我们的全人更新变化，成为完全新造的人。

十二章九至三十一节，是讲到属天的性格，例如弟兄相爱，恨恶罪恶，大有喜乐、忍耐，对人有

同情心，乐意接待人，凡事不可亏欠人。特别是爱仇敌，不对仇敌进行报复，不为恶所胜，反而以善

胜恶。如果能象基督那样，把爱的炭火堆在仇敌头上，对他的感力将是惊人的。

本书十二章也是讲到基督徒与教会的关系。教会的事奉不是个别肢体的事奉，乃是身体(全体信

徒)的事奉。每位信徒都应当找到自己事奉的位置，并且在自己所站的地位上忠心事奉神。每位基督

徒都会有神所给他的恩赐，与其他肢体配搭，共同事奉神。

１0、教会对地上政权应当有的态度（１３：）



神把这样的真理放在圣经里，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神的儿女们可以因此不犯错误。例如旧约时代

的以斯拉、但以理、末底改、以斯帖等人，都是顺服地上政权的，因为他们认为地上的政权与天上的

政权是密切相关的。神把政权赐给人，如果他们不按神的旨意行事，神会干预的；如果神的儿女们错

了，神也会加以管教的。

我们要知道地上政权的建立是有神旨意的，其目的就是为赏善罚恶，以防止人类社会中犯罪行为

的滋长。基督徒有双重身份：按属灵生命来说，是天上的国民(腓３：２０；弗２：１９)；但按肉身

来说又是某个国家的公民。就象主耶稣那样，他是天上神的儿子，又是地上拿撒勒人的儿子，所以他

照样向政府缴纳人丁税。他说"该撒(当时的罗马皇帝)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太 22:21)。
可见基督徒在服从神旨意的前提下，也应当服从自己所属的政权，作一个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公民，

这样作也是神所喜欢的。

本章八至十节说到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爱是我们一切行为的动力和规范，也是我们应该实行的

诫命。十一至十四节是保罗因为基督显现的盼望而欢喜，并且因为这个荣耀的盼望而过圣洁的生活。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

１1、如何对待软弱弟兄的问题（１４：-１５：７）

"吃肉"与"守日"问题，不应该看作与得救有关的问题，乃是关于事奉主的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原

则就是不要使弟兄跌倒，并且要使他们得益处，被建立。救恩问题是大道理，事奉的方式是小道理。

关于因信称义、赖恩得救，是属于基本信仰问题，一点也不能含糊；其他如蒙头、擘饼、受浸等具体

问题就不能等量齐观。

１2、如何为众人而活（１５：８-１６：）

基督徒工作与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人而活。实际上就是藉着为人活而为主活。基督就是我们生活

的中心，我们应当在凡事上尊他为大，尊他为圣，使他的名得到荣耀。

本书十六章五节特别提到了"家庭教会"。其他有歌罗西四章十五节和腓利门二节也提到"家庭教会

"。第一，信徒要认识自己是神家中的人。第二，要认识参加聚会的重要性。第三，要认识自己属灵

的责任。第四，向邻居见证主的福音。

七、本书应特别注意之点

１、圣经原文关于救恩所用的字，其中含有拯救、平安、保守、医治、健全等意思。

"救恩"二字主要的内容就是称义、救赎、赎罪、归与、饶恕、成圣、得荣等，同时拯救也可以分

成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信徒已经从罪和罪的刑罚中得了拯救(路７：５０；林前１：１８；林后２：１５)。这样

他就平安稳妥了。

第二，信徒现在从罪的权势和习惯中得了拯救(罗６：１４；腓１：１９，２：１２-１３；罗８：

２)。

第三，信徒在被救出来以后要进一步与基督联合(同死、同埋、同活，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在生活上能彰显主的荣耀)。



得救是由于神的恩，也因着人的信。是白白的恩赐，并非倚靠人的行为而得救(罗３：２７ 、２

８，４：１-８，６：２３；弗２：８)，保罗又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

是恩典了"(罗 11:6)。

神的次序就是先得到救恩，然后才能有行为。人因为得救而有了生命，有了生命就会出现新的生

活(弗２：１０；多３：５-８)。

２、我们对于"罪"和"罪人"等一些名词，也应该加以分别。

"罪"就是过犯，就是越过神律法的行为。这律法就是神所制定善恶之间的界限(诗５１：１；罗４：

１５、２５)。

"罪孽"是一种根本错误的动作，因为违背了是非道德律。"错误"就是离开了正路(诗５１：９；帖

后２：１１)，就是不中的，没有达到神的标准。"罪过"就是人随意侵犯了神权柄的范围(罗 5:14)。"
不法"也可称为属灵的纷乱(太２４：１２；罗６：１９；提前１：９)。"不信"就是侮蔑或者否定神的

信实(约 16:9)。"罪"是来源于撒但(赛１４：１２-１４)，是藉着亚当进入了世界的(罗 5:12)。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全世界的人以往与现在，都是在罪恶之中(罗３：２３；弗２：１-３)，因此

就得受到身体与灵性死亡的惩罚(创２：１７，３：１９；结１８：４、２０；罗６：２３)，除了耶

稣基督舍命流血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可以解决人类的罪恶问题(弗２：１３；约壹１：７)，神

的救恩，必须藉着人的信心才能发出功效(徒１３：３８-３９)。

总的来说，罪可以分为三层：

①"罪"是一种实际的动作，它能干犯或抵挡神所启示出来的旨意；

②"罪"也是一种态度，在它毫无公义；

③"罪"又是一种性情，它习惯于与神为敌，作神所厌恶的事。

３、"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３：２５)。

"挽回祭"原文即"挽回之意"。此字发现于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四章十节。在希伯来九章五节译为"
施恩座"。施恩座在赎罪日要洒上赎罪的血(利 16:14)，表明律法公义的审判已经(按预表方面)执行了，

因此那称为审判座的，因为公义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就成为施恩座了(来９：１１-１５，４：１４-
１６)，并且又成为神人相会的地方(出２５：２１-２２)。

在应验这个预表方面，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挽回之地，他所流的血，表明他为我们受了公义的审判，

保守了律法的尊严。因此，耶稣基督才能成为在新约之下，一切蒙恩的罪人得称为义的保证，并使他

们得以享受神儿女的自由荣耀。

４、律法是一种原则，在罗马书中有六种不同的"律"，我们应当分别清楚：

①摩西的律法是定罪的(３：１９)；

②信心的律是除去自以为义的意念(３：２７)；

③肢体中犯罪的律是对罪的倾向(７：２３)；

④心中的律即天良的倾向(７：２２、２３、２５)，心中的律是赞成摩西的律，却没有力量去实

行，因为不能胜过肢体中犯罪的律(７：１５、２３)。



⑤圣灵的律能拯救信徒脱离肢体中犯罪的律，并且使他的良心不再受到摩西律法定罪的控告；同

时圣灵使摩西律法所有的要求(８：２、４)成就在顺服圣灵的信徒身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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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

⑥死的律和犯罪的律(８：２)，可以说是二位一体的。死是从罪来的，罪的律是叫人倾向于罪，

死的律是叫人倾向于死。死，包括两方面：一是指灵性的死，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在神喜悦的事上

毫无能力，在抗拒罪恶的事上也毫无能力；另一方面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就给身体带来了死亡，这也

是人肉身的必然规律，因为有罪就是死。

５、"外邦人数目的添满"，这是神在恩典时代救恩计划的完成。

也就是从外邦人中召出人来归于基督的名下，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弗１：２２-２３)。当恩典

时代结束时，基督就要从天降临，犹太人亲眼看到他们所弃绝的耶稣基督真的驾云降临了，就恍然大

悟，"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
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１１：２６-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