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書

第三課…

教會建立與信徒

羅馬教會什麼時候、被什麼人建立，
 到現在沒有一個準確、權威的說法
到現在沒有 個準確 權威的說法
 大家的推想，可能公元三十年五旬節，
聽到彼得講道三千個悔改的人中間，有部分羅馬來的，
然後回到羅馬、建立教會
徒六9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
當時有稱利百地拿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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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考證，利百地拿會堂
很多是從羅馬回來的自由人
 63BC 羅馬將軍龐貝佔領巴勒斯坦，
抵抗的猶太人就被俘虜作奴隸 帶到羅馬去
抵抗的猶太人就被俘虜作奴隸、帶到羅馬去，
漸漸地有貢獻、有好的名望、聲譽，
釋 作自由人
後 到耶路 冷
就被釋放作自由人，以後回到耶路撒冷，
他們有一個特別的會堂 – 利百地拿會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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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早期猶太人從羅馬來、
信了主就回到羅馬 可能就建立教會了
信了主就回到羅馬，可能就建立教會了，
但是詳情沒有辦法找到資料。
至少知道 AD49 有一對羅馬的猶太基督徒，
就是亞居拉、百基拉，被革老丟皇帝趕出羅馬，
到了哥林多 跟保羅同工，建立哥林多教會
到了哥林多、跟保羅同工，建立哥林多教會。
為什麼被趕出羅馬呢？
根據羅馬歷史學家記載，
猶太社區因為一個名叫基督的人起了動亂，
羅馬皇帝革老丟就把猶太人統統趕出羅馬
羅馬皇帝革老丟就把猶太人統統趕出羅馬，
因為以為是猶太教裡面的問題，所以
猶 教 基督教 基督徒
猶太教、基督教、基督徒，統統被趕出來。
趕 來
可以從此判斷：AD49 羅馬教會已經非常興旺，
亞居拉 百基拉已經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
亞居拉、百基拉已經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
AD49 已經這麼成熟，教會的建立可能相當年日了。

保羅是羅馬公民，爸爸、家人都有羅馬籍，
保羅是羅馬公民
爸爸 家人都有羅馬籍
是不是自由人的身分？有可能。

AD325 初代教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耶柔米，

他們這樣講：「彼得建立羅馬教會
他們這樣講：「彼得建立羅馬教會，
而且作了二十五年監督或主教。」
但是這樣的推論不太靠得住…
但是這樣的推論不太靠得住
 彼得 AD67 在尼祿王手下殉道，
二十五年前到羅馬應該是 AD42，不應該在羅馬
 AD49 彼得還在耶路撒冷參與 徒十五 使徒大會，
還在東邊帝國到處傳道 不會跑到羅馬建立羅馬教會
還在東邊帝國到處傳道，不會跑到羅馬建立羅馬教會
彼得到過羅馬沒有呢？可能到過，
 彼得、保羅晚年都在羅馬、
都在尼祿王手下殉道
 以後彼得被天主教尊為
羅馬的第一任主教，或第一任教皇
但是羅馬教會誰建立的、什麼時候建立的，
但是羅馬教會誰建立的
什麼時候建立的
到如今仍不敢確定。

有一點可以確定的，當保羅寫羅馬書的時候，
 羅馬的信德已經傳遍天下、基督徒都尊重羅馬教會
羅馬的信德已經傳遍天下 基督徒都尊重羅馬教會
 羅馬本來就是帝國的首都，是文化、教育、政治、
經濟、軍事 交通的中心，人才濟濟
保羅在 十六章 向羅馬教會提名問安，
 提了 26 個人都是他認識的
 還有兩個沒有提名字，
一個某人的姐妹、一個某人的媽媽，
所以他認識 28 個人在教會中
因為各地很多的基督徒移民到羅馬去
因為各地很多的基督徒移民到羅馬去，
保羅在以弗所、哥林多、耶路撒冷、安提阿，
多 識的 友移民到羅馬
很多認識的朋友移民到羅馬去。
很多人才集中在羅馬，
保羅很盼望羅馬教會能夠成為西方的安提阿
保羅很盼望羅馬教會能夠成為西方的安提阿，
支持他繼續傳福音直到西班牙。

十一13 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職分。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分。
這樣的用法好多地方，有時保羅說你們這猶太人，
有時說你們這些外邦人，這兩個都有，
 羅馬教會的會眾有不少的猶太基督徒，
可能更多一點是外邦人
能更多
是外邦
 保羅說他自己是外邦使徒，是在萬民之中叫人
信主的真道 要讓人認識神的救恩 得聽神的福音
信主的真道，要讓人認識神的救恩、得聽神的福音
不管羅馬教會猶太人多、還是外邦人多，
都不會影響保羅所要傳講的福音真理 福音內容 –
都不會影響保羅所要傳講的福音真理、福音內容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猶太人如此、外邦人也如此，都需要神的救恩，
神讓我們因信稱義，因聖靈的工作成聖，
因著神的旨意、我們都得榮耀，像神兒子耶穌基督的模樣。
神的福音要臨到萬民、要臨到眾人！

羅馬教會的成員是哪些人呢？
根據羅馬書 很多經文
根據羅馬書，很多經文
提到猶太人、也提到外邦人。
 羅馬教會是外邦世界、羅馬帝國的首都，
可是有很多猶太人居住在羅馬
 當時被龐貝擄到羅馬，以後定居
當時被龐貝擄到羅馬，以後定居、
是比較中下層的居民，大半在台伯河西岸。
天主教梵蒂岡聖彼得大教堂
就是蓋在台伯河西岸那一帶，
彼得後來埋葬在那裡
到底什麼人？
二17 你稱為猶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著神誇口。
四1-2 如此說來，
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憑著肉體得了甚麼呢？
當時會眾中，有人以亞伯拉罕的子孫來自誇。

不過因為他們之間有某些背景、思想、觀念的不同，
所 在羅馬書裡 保羅綜合起來論 舉
所以在羅馬書裡面保羅綜合起來論，舉一、兩個例子…
個例子
猶太人從小遵守律法，認為
 靠律法可以得到神的悅納、靠律法來稱義的
義
 所期盼的就是怎麼來繼承律法所達成的目標
但是保羅告訴所有的人 真正律法的目標是什麼
但是保羅告訴所有的人：真正律法的目標是什麼、
因律法得到神悅納的原因是什麼？
其實都是因信稱義，
 告訴外邦人沒有律法不要緊，神給人良心，
良心的功能就好像律法的功能
 猶太人有律法知道神的要求，
外邦人沒有條文的律法 神卻把良心放在每 個人裡面
外邦人沒有條文的律法、神卻把良心放在每一個人裡面，
也知道神道德上的要求
不管有律法、沒有律法，都需要稱義，不是靠行律法，
不管有律法
沒有律法 都需要稱義 不是靠行律法
乃是靠信神的救法、神所賞賜的恩典就是福音。

保羅論證的過程就告訴猶太人，有律法不錯，
 亞伯拉罕還沒有得到律法，
亞伯拉罕還沒有得到律法
但是上帝稱他為義是因著信
 大衛生在律法之後，犯的罪很嚴重，
大衛生在律法之後 犯的罪很嚴重
以後悔改認罪、求神的赦免，上帝赦免他，
大衛有律法，不是靠行律法稱義、乃是因信稱義
都是靠上帝恩典 –
 猶太人沒有一個能把上帝的律法行得完全
 外邦人沒有一個能憑良心真正達到上帝的標準
律法 良心的功能，只是讓我們知道
律法、良心的功能，只是讓我們知道
神的要求、神的存在、神的偉大，
沒有 個人能達到神的要求
沒有一個人能達到神的要求。
不是靠行為稱義，唯有信靠神的救法 –
信靠神所差來的救世主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信靠神所差來的救世主祂的兒子耶穌基督，
這是福音！

羅馬書 第九章 注重上帝的主權、上帝統管一切，
第十章 強調人的責任，凡是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
強調人的責任 凡是口裡認耶穌為主
裡信神
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可以得救，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猶太人不肯認自己的罪、不肯認耶穌為主、不肯求告主的拯救，
猶太人不肯認自己的罪
不肯認耶穌為主 不肯求告主的拯救
他們就守律法，守來守去達不到上帝的標準，
不肯因著信來接受上帝的救恩 保羅說：
不肯因著信來接受上帝的救恩，保羅說：
 他們是失去上帝救恩、不是上帝揀選的；
唯有那些真正用信心來信靠神、
信靠神的救法，才是上帝揀選的
 保羅就是其中之
保羅就是其中之一，過去靠行律法，恩典就沒有臨到我，
過去靠行律法 恩典就沒有臨到我
當依靠上帝恩典，真正悔改、信靠主耶穌基督，
得到 變 是 帝揀選
的
他得到改變，是上帝揀選裡面的一分子
羅馬書強調因信稱義、強調神的揀選，
神讓我們今天自己也要負上信靠耶穌
神讓我們今天自己也要負上信靠耶穌，
真正悔改、求告主、信主得救的責任。

猶太人自認為是神的選民，
上帝揀選 特別恩待他們 是與眾不同的
上帝揀選、特別恩待他們，是與眾不同的。
保羅就思想這個問題，
才寫了羅馬書九 十、十一章，
才寫了羅馬書九、
十 十 章
深入討論羅馬書難題之一 –
上帝的揀選、主權、預定、預知這些問題，
這是猶太人自引為傲的問題，認為外邦人不如猶太人。
保羅提出很多論證：上帝的主權是沒有錯的，
 既然是上帝、既然是創造、一定統管萬有，
祂 定有祂的主權在 切事上面
祂一定有祂的主權在一切事上面
 但上帝沒有讓人免去應有的責任，
上帝不是要負人犯罪 悖逆祂的責任
上帝不是要負人犯罪、悖逆祂的責任
人有責任要背負自己的罪過，
悖逆上帝 遠離上帝 不照上帝的意思
悖逆上帝、遠離上帝、不照上帝的意思，
會面臨上帝的審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