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書

自古以來羅馬書作者都承認是保羅寫的，
但是唯 產生 些討論的
但是唯一產生一些討論的…

第四課…

保羅問安之言
播映操作小技術：滑鼠 click 各位置
目前播映片號 / 總片數

請按

前後換片、暫停

按照希臘文更直接的寫法 –
我德丟寫了這封信、向你們問安…
那到底是德丟寫的、還是保羅寫的，就產生一些討論。
初代很多人寫東西，都找代筆的，保羅很多都有文書代筆，
初代很多人寫東西
都找代筆的 保羅 多都有 書代筆
困難他是用什麼方法叫德丟寫呢？三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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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22 我這代筆寫信的德丟，在主裡面問你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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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接受前兩種、不要接受第三種，
因為前兩種(聽寫法、速技法)都保證
 羅馬書是保羅的含義、保羅講的，
保羅的想法 德丟寫下來
保羅的想法、德丟寫下來
 聖靈是默示、感動保羅，
保守保羅免去錯誤，
保守保羅免去錯誤
我們才有聖經的權威
第三種(大意法)會有一個危機 –
 變成很多是德丟的想法
 德丟，我們就不敢講有聖經的權威，
是不是聖靈默示他 保守他
是不是聖靈默示他、保守他，
都不會有偏差、有錯誤，
我們都不知道了

聽寫法 講 句 記 句
1. 聽寫法：講一句、記一句，
記完了、保羅再修改，完全是保羅的含義
2. 速記法：一面講、一面速記，
整理好了、保羅重新審核
3. 大意法：老闆把祕書找來，幾個重點告訴他，
這個祕書就去寫一篇文章出來

現在我們要講保羅引言中間一開始的「問安」。
按照當時的問安格式其實很簡單 – 甲向乙問安，
甲就是保羅，向羅馬基督徒問安，就完了。
 但是保羅是誰，他自我介紹：
但是保羅是誰 他自我介紹
我是耶穌基督的僕人、我是奉召作使徒、
我是特派傳神的福音 其實停在這邊就好了
我是特派傳神的福音，其實停在這邊就好了
 他一想到福音、靈感就來了，福音是什麼呢？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聖經上所應許的，
是藉眾先知所講、所預言的
 一講就想到講什麼？預言的是我主耶穌基督
講就想到講什麼？預言的是我主耶穌基督
 耶穌基督是誰？按肉體說，大衛的後裔，
聖善的靈
因
復
能顯 是神
子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就變成問安裡面一種擴充的講解、發揮，
所 這 段問安本來很簡單
所以這一段問安本來很簡單，
結果講了七節。

保羅是誰？保羅自己講：我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按希臘文，僕人就是奴僕、奴隸的意思，是很卑微的，
按希臘文 僕人就是奴僕 奴隸的意思 是很卑微的
在羅馬帝國好像主人所屬的物品一樣，可以買賣的
 在保羅心中「耶穌基督的僕人」是尊榮還是卑微呢？
在保羅心中「耶穌基督的僕人 是尊榮還是卑微呢？
答案是很尊榮的，為什麼？
因為不但要從希臘文來看奴僕這個字，
還要從希伯來人、猶太人的文化、
舊約的思想背景來了解
舊約的思想背景來了解…
舊約「神的僕人」是非常高貴、尊榮的頭銜，
摩西 約書亞 大衛 眾先知…
摩西、約書亞、大衛、眾先知…，
上帝大大使用的，都被稱為「神的僕人」。
所以當保羅自己用「我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所以當保羅自己用
我是耶穌基督的僕人」，
我相信他思想裡面
這是很尊貴的 這是非常榮耀的
這是很尊貴的、這是非常榮耀的，
不是僅僅很卑微的一個角色而已。

一1b 保羅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一7a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為神所愛、奉召作聖徒的眾人。
我寫信 你們在羅馬 為神 愛 奉召作聖徒的眾

神的呼召臨到我們，
1. 救恩的呼召，神預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們來，
救恩的呼
神預先所定下的人 就召他們來
 神把我們從罪惡裡、從撒但權下呼召出來
 藉著福音、聖靈感動，就呼召我們來歸向祂
藉著福音 聖靈感動 就呼召我們來歸向祂
2. 神有呼召臨到基督徒，
有的做這樣的事工、有的做那樣的事工，
在不同角色、一同配搭事奉主
保羅是蒙神救恩的呼召之外，又蒙神呼召作使徒，
保羅是蒙神救恩的呼召之外
又蒙神呼召作使徒
使徒就是特別奉差遣、神特別授權，
代表神來傳講神的福音、建立神的教會。
所以保羅說：他是奉召作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特特地分別出來，為了專心傳神的福音

當然我們也不要忘記 –
保羅為耶穌基督的緣故甘願作眾人的僕人，
保羅為耶穌基督的緣故甘願作眾人的僕人
他認為自己是很不配、是蒙神的恩典，
就很謙卑地去服事人。
像主耶穌基督，尊貴、榮耀、永生神的兒子，
道成肉身卻替門徒洗腳。
道成肉身卻替門徒洗腳
 洗腳就是奴隸的工作，
古時候穿草鞋、腳都很髒，
所以進門一定要由奴隸們先洗腳
 主耶穌作奴僕
主耶穌作奴僕，尊貴的身分做卑微的工作
尊貴的身分做卑微的工作
保羅想到耶和華的僕人，
他是神的僕人 耶穌基督的僕人，
他是神的僕人、耶穌基督的僕人，
 知道這是極其尊貴、榮耀的
 卻甘願作了眾人的奴僕，
卻甘願作了眾人的奴僕
很謙卑地要去服事人

這一點對於保羅很有意義…
保羅過去特派作法利賽人，
 法利賽人是嚴謹研究律法、傳講律法、
自己也嚴謹地遵行律法 是被尊重的
自己也嚴謹地遵行律法，是被尊重的
 在主耶穌、保羅的時代大約只有六千人，
是社會的知識分子 老師 導師 教導人的
是社會的知識分子、老師、導師、教導人的
保羅受嚴謹的法利賽人教育，
在最有名的法利賽學院接受拉比迦瑪列的教導，
在最有名的法利賽學院接受拉比迦瑪列的教導
成為很年輕有為的拉比，
本來特派、分別出來為了律法，
本來特派
分別出來為了律法
傳講律法、叫人守律法
 但當他在大馬色遇見了主耶穌，
但當他在大馬色遇見了主耶穌
耶穌完全改變他，他說：
我現在是被特特分別出來，
「我現在是被特特分別出來，
是要傳講神的福音。」


當他一想到神的福音，很興奮、馬上就說：
這福音是神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這福音是神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福音是講論主耶穌基督，在舊約老早就預言、應許了…
 主耶穌的降生，
主耶穌的降生 賽七14
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祂的名為以馬內利。
 主耶穌要生在伯利恆，
主耶穌要生在伯利恆 彌五2
伯利恆的以法他啊，你在猶大諸城中為小，
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在以色列中為我作掌權的。
這節聖經，後來引導幾個博士到伯利恆去朝拜耶穌
 預言耶穌基督降生
預言耶穌基督降生、有先知為祂開路，
有先知為祂開路 賽四十3
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預備主的道、修直祂的路。
就是講到施洗約翰
 主耶穌在地上傳道的事工，賽六一1-2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耶穌來了，保羅走遍各地傳講福音，
希望萬民都能夠信服真道…
希望萬民都能夠信服真道
一5 我們從他受了恩惠並使徒的職分，

在萬國之中叫人為他的名信服真道。
真
希臘文的意義：
在萬國之中叫人為耶穌的名，信而順服；
或者，因耶穌的名，信心的裡面帶著順服。
十六26 這奧祕如今顯明出來，而且按著永生神的命，

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他們信服真道。
就是信而順服耶穌。
所以保羅走遍各地，
傳神愛世人、差遣祂兒子耶穌作了挽回祭，
替我們罪而死在十字架
替我們罪而死在十字架，
我們要信耶穌、又要順服於耶穌、跟隨耶穌。



特別預言主耶穌要受難，賽五三
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
像羊羔 牽 宰
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無聲。
耶和華定意將祂壓傷 使祂受痛苦
耶和華定意將祂壓傷、使祂受痛苦，
以祂為贖罪祭，眾人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連主耶穌復活、升天、要再來，
連主耶穌復活
升天 要再來
都在舊約有明顯的預言 –
詩十六10 主耶穌復活
詩一一○1 主耶穌升天
但七13 人子駕雲要降臨

這些都是舊約裡的預言。
這福音是
神一直在計劃、一直在預備，
要賞賜給世界上的世人。

一3-4 論到他兒子我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按肉體說
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強調耶穌在地上這個階段祂是肉身，
做木匠的工作，過 個像人 樣、很卑微的 生。
做木匠的工作，過一個像人一樣、很卑微的一生。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聖善的靈就是聖靈：
 主耶穌死裡復活升天，在聖靈中回到父的右邊
 在五旬節賜下聖靈、帶來神國的臨到，
在五旬節賜下聖靈 帶來神國的臨到
人就悔改認罪、信靠主耶穌基督，
耶穌是大能的神子、榮耀統管萬有
腓二6-11 耶穌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
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與父神。

肉體，希臘文 sarx、英文 flesh，羅馬書有六種不同的用法…
1. 一3b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指人肉身後裔的關係，沒有不好的含意
2 二28b 外面肉身的割禮，也不是真割禮。
2.
外 肉身的割禮 也 是真割禮
指人身體上的某些組織，身體的一部分
3 三20a
3.
三20 凡有血氣的，沒有一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
凡有血氣的 沒有 個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稱義
凡肉體或凡有血氣的，指所有的人類
4 六19a 我因你們肉體的軟弱，就照人的常話對你們說。
4.
指人性的軟弱，人很喜歡做一些好的事情，
但是人性的軟弱我們做不出來
5. 八3b 神差遣自己的兒子，成為罪身的形狀，
作了贖罪祭 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作了贖罪祭，在肉體中定了罪案。
指主耶穌基督人性中的身體，在十字架上，
祂的身體、人的存在，被我們罪的緣故定了罪案。
也沒有負面、不好的含意

一7b 願恩惠、平安從我們的父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是把主耶穌與父神並列，
聖父、聖子一同賞賜美好的恩惠、平安給我們。
恩惠平安，是綜合了希臘人、希伯來人的問安，
 希伯來的問安，一向就是平安 shalom
 希臘人的問安是「喜樂臨到你」，
喜樂、恩惠，在希臘文發音很像的，
因為保羅是講福音，就很有智慧的
把希臘人「喜樂歸與你」改成了「恩惠歸與你」
所以保羅就總和了猶太人、希臘人的問安，
保
希臘
就是平安喜樂，但是喜樂改成了恩惠。
保羅是福音的使者、特派傳神的福音，
神的福音是神的恩惠，
恩惠歸與所有信主 蒙恩得救的
恩惠歸與所有信主、蒙恩得救的人。

6. 第七章 講到很多「肉體」…
14 我是屬乎肉體的，是已經賣給罪了。
肉體
賣
18 在我裡頭，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05 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
因為我們屬肉體的時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惡慾
就在我們肢體中發動，以致結成死亡的果子。
這是特別有負面的含意，把肉體代表成一種
這是特別有負面的含意
把肉體代表成 種
 會犯罪、會行惡、把許多不該做的會做出來
 罪的力量轄制了我們，
罪的力量轄制了我們
墮落的人有罪的權勢、罪的律捆綁下產生的表現，
加拉太書 講得更清楚：
肉體的事顯而易見，那就是
嫉妒 紛爭 惱恨 汙穢 貪婪 虛假…
嫉妒、紛爭、惱恨、汙穢、貪婪、虛假…
這些罪惡權勢所捆綁的情況。
這一種用法在
這
種用法在 七、八章 特別明顯，
以後會更詳細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