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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大綱 
第一章到第四章  上帝的信實與人類的不信 

第五章到第八章  因信稱義與主同死同復活在聖靈中生活  

第九章到十一章  猶太人的不信及光景  

第十二章到十五章  信徒群體活在基督的聖潔及恩典中  

第十五到十六章  保羅旅程 與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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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1. 因信稱義 

2. 與神和好 

3. 免受神的憤怒 

4. 進入恩典中 

5. 盼望神的榮耀 
 

6. 聖靈，澆灌 

7. 基督為我們死 

8. 顯明神的愛 

9. 得救 

10.以神為樂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
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
全、可喜悅的旨意。（羅十二） 



3 我憑着所賜我的恩對你們每一位說：不要把自己看得
太高，要照着 神所分給各人的信心來衡量，看得合
乎中道。 4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
都有一樣的用處。 5 這樣，我們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
身體，互相聯絡作肢體。 
 
 6 按着所得的恩典，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或說預言，
要按着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7 或服事的，要專一服事；
或教導的，要專一教導； 8 或勸勉的，要專一勸勉；施
捨的，要誠實；治理的，要殷勤；憐憫人的，要樂意。
（羅十二） 
 



9 愛，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 10 愛弟兄，
要相親相愛；恭敬人，要彼此推讓； 11 殷勤，不可懶
惰。要靈裏火熱；常常服侍主。 12 在盼望中要喜樂；
在患難中要忍耐；禱告要恆切。 13 聖徒有缺乏，要供
給；異鄉客，要殷勤款待。 14 要祝福迫害你們的，要
祝福，不可詛咒。 15 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的
人同哭。（羅十二） 
 



 16 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氣傲，倒要俯就卑微的人。
不要自以為聰明。 17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 18 若是可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19 各位親愛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給主的憤怒留地
步，因為經上記着：「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 20 不但如此，「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吃；
若渴了，就給他喝。因為你這樣做，就是把炭火堆在
他的頭上。」 21 不要被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羅
十二） 
 箴二十五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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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有權柄的，人人要順服，因為沒有權柄不是來自 
神的。掌權的都是 神所立的。 2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
是抗拒 神所立的；抗拒的人必自招審判。 3 作官的原
不是要使行善的懼怕，而是要使作惡的懼怕。你願意不
懼怕掌權的嗎？只要行善，你就可得他的稱讚； 4 因為
他是 神的用人，是與你有益的。你若作惡，就該懼怕，
因為他不是徒然佩劍；他是 神的用人，為 神的憤怒，
報應作惡的。 （羅十三） 



12 你們在外邦人中應當品行端正，叫那些毀謗你們是作惡的，
因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在鑒察的日子歸榮耀給神。13 你們為
主的緣故，要順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 14 或是君
王所派罰惡賞善的臣宰。 15 因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們行善，可
以堵住那糊塗無知人的口。 16 你們雖是自由的，卻不可藉著自
由遮蓋惡毒，總要做神的僕人。 17 務要尊敬眾人，親愛教中的
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二） 



 5 所以，你們必須順服，不但是因 神的憤怒，也是因
着良心。 6 你們納糧也為這個緣故，因他們是 神的僕
役，專管這事。 7 凡人所當得的，就給他。當得糧的，
給他納糧；當得稅的，給他上稅；當懼怕的，懼怕他；
當恭敬的，恭敬他。 （羅十三） 



保羅「順服」的教導 

• 你要提醒眾人，叫他們順服執政的、掌權的，要服從，預備行各
樣善事。 （多三1 ） 

• 我勸你們順服這樣的人，和一切與他同工同勞的人。（林前十六
16 ） 

• 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順服（弗五21 ） 

• 先知的靈是順服先知的（林前十四32 ）  

• 作妻子的，你們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
子的頭（弗五22、23 ）。（西三18、多二5） 

• 「順服」的教導都不是指絕對、不分皂白的「順服」 。 

 



羅十三2 

當順服誰？ 



 

只有一位主 
就是耶穌基督 



政府 



1. 神設立管治政府 

1. 舊約神設立以色列國及她的價值觀 

2. 新約政府是神的用人 

3. 沒有一個政府形式是神欽點的 

4. 政府是神的用人，神要求公義、公平、關壞弱小的社會 

5. 今天在民主社會，信徒可直接參與建造公義、公平、道德、
良善的社會 



2. 地上政權是暫時的 

•  44 當那列王在位的時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國，永不
敗壞，也不歸別國的人，卻要打碎滅絕那一切國，這
國必存到永遠。 （但二） 

 

•  24 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一切執政的、掌權的、
有能的都毀滅了，就把國交於父神。 25 因為基督必要
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敵都放在他的腳下。（林前十五） 



3. 信徒作天國及地上公民 

• 25耶穌對他們說：「這樣，凱撒的歸凱撒，神的歸神。」
（路二十） 

• 20 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並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
從天上降臨。（腓三） 

• 15 我不求你叫他們離開世界，只求你保守他們脫離那惡
者。 （約十七） 

• 29 彼得和眾使徒回答說：「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徒五） 

• 18「即或不然，王啊，你當知道，我們絕不事奉你的神明，
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但三） 
 



涉及政府的倫理問題 

1. 納稅、財政 

2. 政制、法治 

3. 死刑、戰爭 

4. 權力制衡、鑑察 

5. 私隱、民權、自由 

6. 公民抗命、政教分離 

7. 環境、能源 

8. 民生（福利、醫療、房屋、教育、勞工…）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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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你們除了彼此相愛，對任何人都不可虧欠甚麼，因為那愛
人的就成全了律法。 9 那不可姦淫，不可殺人，不可偷盜，
不可貪婪，或別的誡命，都包括在「愛鄰如己」這一句話之
內了。 10 愛是不對鄰人作惡，所以愛就成全了律法。 
 
11 還有，你們要知道，現在正是該從睡夢中醒來的時候了；
因為我們得救，現在比初信的時候更近了。 12 黑夜已深，白
晝將近。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明的兵器。  
13 行事為人要端正，好像在白晝行走。不可荒宴醉酒；不可
好色淫蕩；不可紛爭嫉妒。 14 總要披戴主耶穌基督，不要只
顧滿足肉體，去放縱私慾。 （羅十三） 
 





信心軟弱的，你們要接納，不同的意見，不要爭論。  
2 有人信甚麼都可吃；但那軟弱的，只吃蔬菜。 3 吃的
人不可輕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也不可評斷吃的人，因
為 神已經接納他了。 4 你是誰，竟評斷別人的僕人呢？
他或站立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會站立，
因為主能使他站穩。 
  
5 有人看這日比那日強；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樣。只是各

人要在自己的心意上堅定。 6 守日子的人是為主守的。
吃的人是為主吃的，因他感謝 神； 
不吃的人是為主不吃的，他也感謝 神。（羅十四） 
 



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而活，也沒有一個人為
自己而死。 8 我們若活，是為主而活；我們若死，
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死或活總是主的人。 9 為
此，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和活人的主。  
10 可是你，你為甚麼評斷弟兄呢？你又為甚麼輕看弟
兄呢？因我們都要站在 神的審判臺前。 11 經上寫着：
「主說，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萬膝必向我跪拜；萬
口必稱頌 神。」12 這樣看來，我們各人一定要把自
己的事在 神面前交代。 13 所以，我們不可再彼此評
斷，寧可決意不給弟兄放置障礙或絆腳石。 （羅十四） 



 14 我憑着主耶穌確知深信，凡物本來沒有不潔淨的，
除非人以為不潔淨的，在他就不潔淨了。 15 你若因食
物使弟兄憂愁，就不是按着愛心行事。基督已經為他
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使他敗壞。 16 所以，不可讓你
們的善被人毀謗。 17 因為 神的國不在乎飲食，而在
乎公義、和平及聖靈中的喜樂。 18 凡這樣服侍基督的，
就為 神所喜悅，又為人所讚許。 （羅十四） 



 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平與彼此造就的事。 20 不
可因食物毀壞 神的工作。一切都是潔淨的，但有人
因食物使人跌倒，這在他就是惡了。 21 無論是吃肉是
喝酒，是甚麼別的事，使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
是善的。 22 你有信心，就要在 神面前持守。人能在
自己以為可行的事上不自責就有福了。 23 若有人疑惑
而吃的，就被定罪，因為他吃不是出於信心。凡不出
於信心的都是罪。 （羅十四） 



15 我們堅強的人應該分擔不堅強的人的軟弱，不求自
己的喜悅。 2 我們各人務必要讓鄰人喜悅，使他得益處，
得造就。 3 因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悅，如經上所記：
「辱罵你的人的辱罵都落在我身上。」 
 
 4 從前所寫的聖經都是為教導我們寫的，要使我們藉着
忍耐和因聖經所生的安慰，得着盼望。 5 但願賜忍耐和
安慰的 神使你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6 為使你
們同心同聲榮耀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 神！ （羅十五） 
 



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歸榮
耀給 神。 8 我說，基督是為 神真理作了受割禮的人的
執事，要證實所應許列祖的話， 9 並使外邦人，因他的憐
憫，榮耀 神。如經上所記：「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稱頌
你，歌頌你的名。」10 又說：「外邦人哪，你們要與主的
子民一同歡樂。」11 又說：「列邦啊，你們要讚美主！萬
民哪，你們都要頌讚他！」12 又有以賽亞說：「將來有耶
西的根，就是那興起來要治理列邦的；外邦人要仰望他。」 
 
13 願賜盼望的 神，因你們的信把各樣的喜樂、平安[a]充滿
你們的心，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十五）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E%85%E9%A6%AC%E6%9B%B8+15&version=RCU17TS


14 我的弟兄們，我本人也深信你們自己充滿良善，有各種
豐富的知識，也能彼此勸戒。 15 但我更大膽寫信給你們，
是要在一些事上提醒你們，我因 神所賜我的恩， 16 使我
為外邦人作基督耶穌的僕役，作 神福音的祭司，使所獻
上的外邦人因着聖靈成為聖潔，可蒙悅納。 17 所以，有關 
神面前的事奉，我在基督耶穌裏是有可誇的。 18-19 除了基
督藉我做的那些事，我甚麼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的言語
作為，用神蹟奇事的能力，並 神的靈的能力，使外邦人
順服；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哩古，到處傳了基
督的福音。 20 這樣，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已經傳揚
過的地方傳福音，免得建造在別人的根基上； 21 卻如經上
所記：「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見過的事，
他們要明白。」 （羅十五） 



 
22 因此我多次被攔阻，不能到你們那裏去。 23 但如今，在
這一帶再沒有可傳的地方，而且這許多年來，我迫切想去
你們那裏， 24 盼望到西班牙去的時候經過，得見你們，先
與你們彼此交往，心裏稍得滿足，然後蒙你們為我送
行。 25 但如今我要到耶路撒冷去，供應聖徒的需要。 26 因
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湊出一些捐款給耶路撒冷聖徒中
的窮人。 27 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的債；
因為外邦人既然分享了他們靈性上的好處，就當把肉體上
的需用供給他們。 28 等我辦完了這事，把這筆捐款[c]交付給
他們，我就要路過你們那裏，到西班牙去。 29 我也知道去
你們那裏的時候，我將帶着基督豐盛的恩典去。 （羅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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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弟兄們，我藉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又藉着聖靈的愛，
勸你們與我一同竭力為我祈求 神， 31 使我脫離在猶太
不順從的人，也讓我在耶路撒冷的事奉可蒙聖徒悅
納， 32 並使我照着 神的旨意歡歡喜喜地到你們那裏，
與你們同得安息。 33 願賜平安的 神與你們眾人同在。
阿們！ （羅十五） 

16 我對你們推薦我們的姊妹非比，她是堅革哩教會中
的執事。 2 請你們在主裏用合乎聖徒的方式來接待她。
她在任何事上需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她；因她素
來幫助許多人，也幫助了我。 （羅十六） 



向羅馬教會問安  



 
3 請向百基拉和亞居拉問安。他們在基督耶穌裏作我的同工， 4 也為我
的性命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謝他們，就是外邦的眾教會
也感謝他們。 5 又向在他們家中的教會問安。向我所親愛的以拜尼土
問安，他是亞細亞歸於基督的初結果子。 6 又向馬利亞問安，她為你
們非常辛勞。 7 又向與我一同坐監的親戚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問安，他
們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裏的。 8 又向我在主裏面
所親愛的暗伯利問安。 9 又向我們在基督裏的同工耳巴奴和我所親愛
的士大古問安。 10 又向在基督裏經過考驗的亞比利問安。向亞利多布
家裏的人問安。 11 又向我親戚希羅天問安。向拿其數家在主裏的人問
安。 12 又向為主辛勞的土非拿和土富撒問安。向所親愛、為主非常辛
勞的彼息問安。 13 又向在主裏蒙揀選的魯孚和他母親問安，他的母親
就是我的母親。 14 又向亞遜其土、弗勒干、黑米、八羅巴、黑馬，和
跟他們在一起的弟兄們問安。 15 又向非羅羅古和猶利亞，尼利亞和他
姊妹，阿林巴和跟他們在一起的眾聖徒問安。 16 你們要以聖潔的吻彼
此問安。基督的眾教會都向你們問安！ （羅十六） 
 



17 弟兄們，那些離間你們、使你們跌倒、違背所學之道的
人，我勸你們要留意躲避他們。 18 因為這樣的人不服侍我
們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語誘惑老實人
的心。 19 你們的順服已經傳於眾人，所以我為你們歡喜；
但我願你們在善上聰明，在惡上愚拙。 20 那賜平安[a]的 
神快要把撒但踐踏在你們腳下。願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恩與
你們同在！ 
 
21 我的同工提摩太，和我的親戚路求、耶孫、所西巴德，
向你們問安。 22 我這代筆寫信的德提，在主裏向你們問
安。 23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會的該猶，向你們問安。城
裏的財務官以拉都和弟兄括土向你們問安。[b] （羅十六） 

https://www.biblegateway.com/passage/?search=%E7%BE%85%E9%A6%AC%E6%9B%B8+16&version=RCU17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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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惟有 神能照我所傳的福音和所講的耶穌基督，並

照歷代以來隱藏的奧祕的啟示，堅固你們。  
26 這奧祕如今顯示出來，而且按着永生 神的命令，
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民，使他們因信而順服。 27 願榮
耀，藉着耶穌基督，歸給獨一全智的 神，直到永遠。
阿們！ （羅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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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基督救贖的論証 

1. 上帝不懲罰罪人是否不義 ？ 

2. 上帝懲罰無罪無辜的耶穌
是否不義 ？ 

3.  罪人逃之夭夭是否不義？  

1. 上帝是終極的公義：他的本性定
義何謂公義。 

2. 上帝有全善的原因，讓耶穌承擔
人的罪孽和審判。 

3. 上帝容讓聖子背負人的罪及刑罰。 

4. 耶穌背負了世人的罪，他沒有犯
罪，卻背負了人的罪（林後五
21）。人要認罪方得赦免。 

5. 耶穌自我犧牲的贖罪，滿足了上
帝終極的公義及也彰顯了終極的
慈愛。 

 

公義? 

代罪 



神的揀選 

以撒 以實瑪利 

 雅各 以掃 

撒拉 夏甲 

利百加 

神揀選 ：因信稱義  
 
神沒有揀選： 
• 名分和血統 
• 善惡和傳統 
神的揀選： 
• 主權 (像窑匠一樣)  
• 權能 (像興起法老) 
神揀選的作為： 
• 寬容那應受憤怒 



 28 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 神的人得益處，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29 因為他所預知的人，他也
預定他們效法他兒子的榜樣，使他兒子在許多弟兄中
作長子。 30 他所預定的人，他又召他們來；所召來的
人，他又稱他們為義；所稱為義的人，他又叫他們得
榮耀。 （羅八） 
 

神的預知與預定  
vs  

人的自由意志 



預知與預定  
要考慮… 

•上帝的超越 
神是自有永有、永恆的主 (出 3:14，彼後 
3:8，希 13:8) 

•上帝的全善 
17 各樣美善的恩澤和各樣完美的賞賜都是
從上頭來的，從眾光之父那裏降下來的；
在他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
（雅一） 

•上帝的全能 
“萬事互相効力” (羅 8：28) 

•人認知的限制 
8 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
你們的道路。這是耶和華說的。9 天怎樣高
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賽五十五） 



人認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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