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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录

神与基督在宝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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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之位格及工作基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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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之位格及工作基督论

约翰福音
罗马书 加拉太书 雅各书 希伯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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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有关救恩的教义救恩论

得救之路 约翰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马太福音

福音的再思

得救之路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马太福音

福音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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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并非最早、但篇幅为最长的书卷

主后 56 年旅行布道时主后 56 年旅行布道时，
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信徒



罗马书：神对罪人的救赎罗马书：神对罪人的救赎

罗马书是保罗的杰作罗马书是保罗的杰作，
是开启过往圣经丰富宝藏的钥匙。

「现存最深奥之书」

「基督教信仰的柱石」

马丁路德 「新约纯正福音最重要的部分」马丁路德：「新约纯正福音最重要的部分」

神学家：「透彻研究此卷书就是一种神学教育」神学家：「透彻研究此卷书就是 种神学教育」

罗马书：神对罪人的救赎罗马书：神对罪人的救赎

罗马书独特之处：罗马书独特之处：

清楚、全面的讲述基督救赎福音的基础

使人不会对福音各重点与旧约律法有所混淆

保罗是蒙拣选的作者，根据上帝旧约的启示所写成

罗马书：神对罪人的救赎罗马书：神对罪人的救赎

罪人如何与圣洁的创造主回复关系？罪人如何与圣洁的创造主回复关系？

透过书卷，诠释耶稣所宣讲的真理透过书卷，诠释耶稣所宣讲的真理

神的子民靠着圣灵的引导，进入神的救赎计画

主
这卷最长的书信放在新约书信的首位

回复与主荣耀、美好、亲近的关系

这卷最长的书信放在新约书信的首位。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回顾圣经第一卷书至罗马书的人类道德历史回顾圣经第 卷书至罗马书的人类道德历史，

人类在公义的事上是完全失败的。

亚当在伊甸园被试探时已证明他是个失败者，
其后裔亦不断地重蹈覆辙。其后裔亦不断地重蹈覆辙。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三23神

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罗三10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从亚当到亚伯拉罕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次又 次的赐给人们机会

从亚当到亚伯拉罕，

神一直都耐心地对待世人，呼吁人返回他怜悯之下；

一次又一次的赐给人们机会，

让人去选择他和他的道路，寻求他的心意。

可是世人一次又一次的拒绝神，结果招致全盘失败。

神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罗一24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神拣选试验犹太人，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就是 创世记第十二章 至 玛拉基书 所叙述的故事。

神供应以色列人一切神供应以色列人 切，

好让他们有绝对的机会

去选择神公义的道路 包括：去选择神公义的道路，包括：

特别的权利、

确的指引正确的指引、

不可思议的启示、

超自然的护荫、

无可比拟的盟约和应许。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结果在以色列历史中 再一次彻底的失败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结果在以色列历史中，再 次彻底的失败，

以色列人甚至选择

将主耶稣钉死在十架上，

又拒绝听从圣灵藉使徒所说的话，又拒绝听 圣灵藉使徒所说的话，

于是神弃绝他们，将他们分散全地，
让他们继续在愚昧黑暗中流离。

罗马书写出人类这一段悖逆的历史罗马书写出人类这一段悖逆的历史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神透过罗马书向全人类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说话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人虽然无法达到

神透过罗马书向全人类，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说话：

圣洁的神要求的公义标准，

但人类可以因对神儿子的信心，

得着他赐给世人的公义礼物 -
神将自己的义加给凡相信他的人神将自己的义加给凡相信他的人

这是普世人类的唯一希望。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罗马书的信息中：

读前准备：从创世记看救赎的故事

罗马书的信息中：

说明过去的历史、把过去的启示做了一个总结

教导在今日，如何得着上帝所给予公义的生命

优美的修辞、完整的结构，使我们明白救恩的迫切

罗马书：背景罗马书：背景

作者

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

奉召为使徒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宣告保罗乃此书作者

罗马书一1

宣告保罗乃此书作者

表白「仆人、使徒、传福音」的身分

罗马书：背景罗马书：背景

写作日期写作日期

主后56年 保罗主后56年，保罗

第三次传道旅程快结束时

在哥林多写成

给罗马教会的书信教会

罗马书：背景罗马书：背景

主后56年的罗马

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城市，
估计人口为一至四百万。估计人口为 至四百万。

尼禄王刚登基治国，基督徒还未受到迫害

混杂着一般大城市的特色：

财富、贫穷、资本主义、奴隶制度、

本地公民、外地来客、

宗教信仰 包括根源于旧约的犹太教宗教信仰，包括根源于旧约的犹太教



罗马书：背景罗马书：背景

犹太教是当时的合法宗教犹太教是当时的合法宗教

罗马城住着不少犹太人，约有十二间会堂。

在各犹太会堂里，有人听到了福音，

渐渐有些外邦人主动归信基督渐渐有些外邦人主动归信基督，

这些敬虔者使罗马城和国内其他地方这些敬虔者使罗马城和国内其他地方

成为一块宣扬基督的沃土。

罗马书：背景罗马书：背景

在此新、旧约杂陈的时代

犹太教坚守旧约的信仰、
受到罗马政府的保护

基督教孕育在犹太教的会堂当中基督教孕育在犹太教的会堂当中

基督教以旧约圣经基督教以旧约圣经
来证明耶稣是基督

罗马书：背景罗马书：背景

原受书对象

这信是写给罗马众圣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

外邦人可能占大多数外邦人可能占大多数。

保罗写此信时还未去过罗马。

罗马信徒中，可能是五旬节当日在耶路撒冷守节，
是「从罗马来的客旅」徒二10是「从罗马来的客旅」徒二10

听到彼得讲道，听见福音而信主的。，

罗马书：背景罗马书：背景

原受书对象

信徒在耶路撒冷受到逼迫而四散、回到各自的家乡

「从罗马来的客旅」
把福音带回罗马 建立教会把福音带回罗马、建立教会。

保罗写此信给在罗马聚会的基督徒。保罗写 信 在罗马聚会 基督徒。



罗马书：写作动机与目的罗马书：写作动机与目的

要告诉罗马的基督徒他即将到访的计画，要告诉罗马的基督徒他即将到访的计画，

并且呼吁他们

资助他前往

士班雅士班雅

(西班牙)
宣教宣教

罗马书：写作动机与目的

保罗又指导罗马信徒

罗马书：写作动机与目的

保罗又指导罗马信徒
关于救恩和基督徒生活的基本真理，

世俗主义当时充斥着世俗主义 –一些似是而非的教导

要为福音作稳固的诠释，要为福音作稳固的诠释，

帮助信徒看见丰富的救恩

如何在根基上继续建造教会 建立个人的生命如何在根基上继续建造教会、建立个人的生命

保罗用神的话来建立罗马的教会保罗用神的话来建立罗马的教会

罗马书：综览罗马书：综览

略读一次：又见树木又见森林

第一回，先将罗马书逐章略读一次，

不必细阅每一个字不必细阅每一个字，

但要留意每章的首节和末节。

可有发现重复的词语可有发现重复的词语，

尤其是每章的第一节？

整卷书弥漫着什么气氛？或是转换？

忿怒 恩典气氛忿怒 转换恩典

罗马书：综览罗马书：综览

罗马书的段落

文以载道、句子构成一段一段的思想单元

思想单元彼此互相连贯 前后呼应 成为段落思想单元彼此互相连贯、前后呼应，成为段落



罗马书：综览罗马书：综览 罗马书：综览

序言 一1-17

罗马书：综览

包含问候语、见证、带出主题介绍

罗马书：综览

教义

罗马书：综览

圣洁的神谴责人的罪恶 一18至三20

神的恩典使罪人称义 三21至五21

↓转换

神的恩典使罪人称义 三21至五21

定罪中使人明白 称义真是神的恩典定罪中使人明白，称义真是神的恩典

罗马书：综览

教义

罗马书：综览

神的权能使信徒成圣 六1至八39

圣灵使我们成圣

使我们能像神



罗马书：综览

教义

罗马书：综览

神的主权 九1至十一36

从主权思想

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

从主权思想

神的公义、

神救赎的恩典

罗马书：综览

基督徒生活的实践

罗马书：综览

基督徒仆人 十二1-21

基督徒公民 十三1-14

神

基督徒弟兄 十四1至十五l3

活出圣洁的生命来荣耀神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不论古今中外、任何环境中，

我们都能经历救赎

唯有经历悔改才能进入主丰富的泉源

主求主的话语引导我们，使我们能活在圣洁之中

祝福我们 在成圣的生活中 更多的经历耶稣祝福我们，在成圣的生活中，更多的经历耶稣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罗马书写于何时何地？写给谁？

保罗写作的主要目的与动机是什么？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罗马书写于何时何地？写给谁？
在哥林多城于主后五十六年所写；在哥林多城于 十 年所写；

写信给罗马城未曾谋面的众圣徒，

包含了外邦人、犹太人包含了外邦人、犹太人

保罗写作的主要目的与动机是什么？
期望与他们见面期望与他们见面，

邀请他们在福音的扩展上、同工同心；

向弟兄姊妹阐释福音的信息向弟兄姊妹阐释福音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