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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一到八章，是全本聖經對

救恩論最完整 有系統的歸納
救恩論最完整、有系統的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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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羅介紹他自己是福音特派員 —
一1 耶穌基督的僕人保羅，
基

奉召為使徒，特派傳神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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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7 祝福羅馬教會，願恩惠平安能夠臨到他們。
 恩惠是不配得而得的，福音不是我們自己賺取的
 平安不只是平安無事而已，最重要的是與神和好
3. 為羅馬教會的信德來感謝神，
8 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下。
天下是當時的整個教會界，都知道
羅馬教會的信心、信仰是很好的
4 表達對他們的期待
4.
9-17 提到很想要去羅馬，去做什麼呢？



簡單解釋福音是舊約的應許 —
一2-4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這福音是神從前藉眾先 在聖
所應許的
論到祂兒子我主耶穌基督。
 按肉體說，是從大衛後裔生的
人的兒子
 按聖善的靈說，因從死裡復活，
以大能顯明是神的兒子

期待要跟他們分享
期待要跟他們分享，
把神給他很多屬靈的恩賜分給他們，
讓他們的信仰
讓他們的信仰可以堅固
堅固

耶穌的死跟復活，正是福音最核心的行動。

 13 要去傳福音，要在他們中間得一些果子，

保羅有強烈的企圖心 —
 履次定意要往你們那裡去，
要在你們中間得一些果子
 用欠債的心情在傳福音，
要盡力把福音傳給羅馬
13-16 傳福音的三個心態：

1) 要結福音的果子
2)
) 用欠債的心情，欠債要還
欠債
情 欠債要還
3) 不以福音為恥 —

福音跟整個社會、時代、價值觀，常常格格不入
福音跟整個社會
時代 價值觀 常常格格不入
 保羅並不因為大家的排斥或輕看，就覺得羞恥，
他知道這福音是神的大能
他知道這福音是神的大能，
他用非常榮幸的心態來傳福音


救恩的必要，WHY 為何需要救恩？
一、因為人的罪
因為人的罪 一18-三20

福音的果效 — 要救一切相信的…
一16b-17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

外邦人

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出來；
這義是本於信，以至於信。
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信得生。」
這個福音顯出神的義。
神是公義的，對於罪人的罪要怎麼處理呢？
祂要讓我們成為義人 — 本於信以至於信，
從頭到尾完全是因為信，不是我們自己的功勞。

一18-19 原來，神的忿怒從天上顯明在一切

不虔不義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提到神的愛之前先提到神的憤怒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顯明在人心裡，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原顯明在人心裡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人的心很本能的可以知道有神，卻不承認神
一20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雖是

眼不能見 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 叫人無可推諉
眼不能見，但藉著所造之物就可以曉得，叫人無可推諉。

哈二4b 惟義人因信得生。

從作品也可以知道有一個偉大的作者
作
道有
偉 的作者

1. 罪的起源就從人心跟神所造的萬物，
可以知道有神 卻故意不承認神，
可以知道有神、卻故意不承認神，
罪的產生從這裡就開始了

因信可以成為義人、得到永遠的生命，
不是保羅發明的
不是保羅發明的，
舊約先知已經預告這件事情。

2. 罪的結果


猶太人的罪 二1-三8

宗教上的墮落 21b-25 — 知道有神，
卻不是按神喜歡的方式來敬拜他，
而是把神當作偶像、變成偶像。
一23
23 將不能朽壞之神的榮耀變為偶像，

彷彿必朽壞的人和飛禽、走獸、昆蟲的樣式。


道德上的墮落 26-32 — 當人不把神當神、
把神當做自己造出來的偶像的時候，
人在道德上也就墮落了，
犯罪的範圍跟各種可怕的後果都已經產生
犯罪的範圍跟各種可怕的後果都已經產生…
一32 他們雖知道神判定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

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1. 1-3 猶太人喜歡論斷別人 —
以為自己有摩西的律法，以為在守律法
 以律法來自誇，用律法來論斷別人，行為並沒有比別人好


跟
—
2. 4-11 不曉得自己跟外邦人一樣不義、一樣應該悔改
以為守著律法規條就是義人了，其實不是
 如果只在外表在形式上守很多的禮儀、規條，
如果只在外表在形式上守很多的禮儀 規條
卻沒有從心裡真正存著敬畏的心、過聖潔的生活，
仍然是不義的


3. 12-16 不懂自己是要按律法來受審判的 —
律法不是拿來自誇的，
守了一些規條、以為是義人，不是的！
 律法是要讓你知道自己是有罪的、
是應該受審判的


4. 17-29 自以為懂律法，其實只是形式主義、虛有其表，
明知故犯 沒有從心裡真誠的來遵行
明知故犯、沒有從心裡真誠的來遵行。
福音書裡，主耶穌自己講很多次 —
義
最討厭這種形式主義、虛有其表…
太廿三27 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
太廿
們這 冒為善 文
利賽 有禍了

因為你們好像粉飾的墳墓，外面好看，
裡面卻裝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

三1-4 保羅稱讚猶太人，關於律法他們有一個優點，
三2b 神的聖言交託他們。

神的律法藉著摩西、先知，交託給他們，
神的律法藉著摩西
先知 交託給他們
 後來變成形式主義，這是很遺憾的
 他們至少把律法抄寫、傳承，
他們至少把律法抄寫 傳承
很謹慎、很慎重的傳下去，這是他們的優點
5. 三5-8 狡辯 —

2003 我第一次去聖地，住在一個旅館發現 —

兩個電梯在安息日時，每層會自動開、自動關，
 猶太人在安息日當要外出時連電梯都不按…
 真正屬靈含意是這天要安靜下來、離開工作，
要撥時間專心來親近神、敬拜神，
也好好休息養精蓄銳、重新得力，來面對新的禮拜…

因為人的罪 — 總結論
1. 三9-18 猶太人跟外邦人一樣，
都在罪中、都在審判之下
2. 三19-20 不可能因為行律法在神面前稱義，
從律法很清楚的看見 —
 沒有一個人完全守律法
 我們都是罪人，
律法讓我們知罪、不是讓我們稱義
這一大段是在談 WHY，為何需要救恩？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不論是猶太人、是外邦人。

7-8 若神的真實，因我的虛謊越發顯出祂的榮耀，

為甚麼我還受審判，好像罪人呢？
 為甚麼不說，我們可以作惡以成善呢？


如果說：我的醜陋可以襯托出你的美麗，
這樣也不錯 算你謙卑
這樣也不錯、算你謙卑
 如果說：我們的惡可以顯出神的善，這是嚴重的狡辯


犯了罪怎麼辦？需要拯救，三21-五21 救恩，WHAT，
救恩是什麼？救恩的內容…
恩是 麼
恩
容
一、三21-31 因信稱義的含意 —
三23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神的榮耀。
解決方案在那裡呢？
 上文 22 神的義因信耶穌基督加給一切信的人，並沒有分別。
 下文 24 蒙神的恩典，因耶穌基督的救贖，就顯明神的義。
 只要我們信耶穌基督所成就挽回祭，就可以稱義了，
因為祂獻上這樣的祭、這樣的犧牲，
我們跟上帝的關係就被挽回了
 挽回 — 字面的意思是息怒，上帝本來是憤怒的，
因耶穌基督的救贖，信的人就罪得到潔淨、赦免了
世人都犯了罪的上下文當中，充份表達出
世人因信耶穌基督都可以稱義，無論猶太人跟外邦人。

二、因信稱義的榜樣 — 四 亞伯拉罕不是因為律法、行為
1. 四1-8 被上帝算為義人，這是法律名詞，
稱義就是判你無罪，上帝判他無罪、稱他為義人…
3-5 經上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他的義。」

做工的得工價 不算恩典 乃是該得的
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
 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
的信就算為義
他的信就算為義


2. 9-11 亞伯拉罕是先受割禮、還是先稱義呢？
是先稱義 然後才受割禮的
是先稱義，然後才受割禮的，
所以他並不能用割禮來自誇 —
 我有受割禮、守律法，所以成為義人，其實不是
義
 是稱義之後有割禮，在他的身上做一個記號
割禮在舊約有清楚的記載 — 小男孩生下來第八天，
在生殖器的末端類似割包皮一個動作，
 不是要人斷絕情慾
 是表達這個人不屬於情慾、而是屬神的
是表達這個人不屬於情慾 而是屬神的
亞伯拉罕那時候制度還沒有清楚的啟示出來，
他是在已經因信稱義之後 才受割禮的
他是在已經因信稱義之後、才受割禮的

稱義不是我們所做的工作、善行，所能夠賺取的，
我們行善只是應該的 善行卻是有限 虧缺的
我們行善只是應該的、善行卻是有限、虧缺的，
不能賺取稱義的後果，是信神才稱義的。
8 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的。

祂判我們是一個義人，這才是有效的。
祂判我們是
個義人 這才是有效的
我們能夠成為義人是因信上帝，而不是因為自己的行為。

4. 亞伯拉罕怎麼因信稱義的？因信神的應許…
四17 亞伯拉罕所信的，

是那叫死人復活、使無變為有的神。
使無變有 —
18-20
18
20 按照他
按照他、他妻子莎拉生理的狀況，是不可能懷孕，
他妻子莎拉生理的狀況 是不可能懷孕
他相信神說的一定會成就 — 不可能懷孕卻懷孕了
 死人復活 —
好不容易得到兒子，卻要把兒子獻為祭、就是要殺死，
 他帶著刀子、帶著兒子，真的上山去獻祭
 他想：上帝會叫他從死裡復活
結果上帝並沒有讓亞伯拉罕殺他的兒子，
上帝預備一隻羔羊，代替他的兒子受死，
這隻羔羊就預表著耶穌基督的救贖。
他雖然不用殺死，可是過程他是很有信心的


3. 11-16 無論是受割禮的猶太人，或者沒有受割禮的外邦人，
都跟亞伯拉罕 樣可以因信就稱義了，
都跟亞伯拉罕一樣可以因信就稱義了，
而不是因割禮、因律法，才能夠稱為義

三、因信稱義之後，得救不但免於被定罪而已，
而是有各樣的福份…
而是有各樣的福份
1. 五1 過去 — 一信耶穌，就藉著耶穌基督與神和好。
我們跟神的敵對關係、神對我們的憤怒，
都因為耶穌基督的救贖，我們向神認罪悔改、
接受耶穌基督的救恩，已經被潔淨，神接納我們
耶穌 後
因 進
在所
恩典當中
2. 五2 現在 — 信耶穌以後，就因信進入現在所站的恩典當中。
神有許多的恩惠跟應許，在信主之後繼續來成就
 祂的恩典繼續在保守我們 — 現在在恩典中
現在在恩典中，
我們不要忘記這個屬靈的特別恩惠


3.
3 五3-8
五3 8 未來 — 雖然在恩典中，不表示沒有苦難、艱難，
 艱難中因聖靈把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所以就受得了
 人生過程、整個未來，
人生過程、整個未來
都有神所應許的各樣患難會臨到我們的

2 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五3 5a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五3-5a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我們的忍耐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跟修養
 能夠忍耐是因為在恩典中 —
神的恩典大過患難，所以靠神就可以忍耐了


忍過了以後，得到鍛練、就越來越老練 — 忍耐生老練
下
下一次碰到苦難，不會那麼害怕
次 到苦難 不會那麼害怕 — 老練
老練生盼望
望
 知道上帝的恩惠大過患難，知道神陪我們走過患難，
面對將來再遇到苦難，就不會那樣被驚嚇
面對將來再遇到苦難
就不會那樣被驚嚇 —
是滿有盼望的


4. 五9-11 因信稱義的福分總歸納…
1) 藉著耶穌的死與神和好
2) 藉著耶穌的生、得救了，這個生是講耶穌的復活，

祂不但死了、也活過來了，表達我們已經得救了，
 把死跟復活連在一起講，才是完整的福音
 福音就是有耶穌的復活，這福音才能夠成立，
 祂如果就這樣死了，我們也不能得救了 —
因為祂的死是為自己的罪而死，
神叫祂從死裡復活 證明救恩是有效的
神叫祂從死裡復活，證明救恩是有效的
 祂替我們死、祂也替我們復活，
我們跟祂 起死 我們也跟祂 起復活
我們跟祂一起死，我們也跟祂一起復活，
因祂的生、祂的復活，我們就得救了
3) 我們進
我們進一步以神為樂，整個救恩不只是
步以神為樂，整個救恩不只是

過去與神和好得救，我們一生可以以神為樂

落空，一定會看見神的恩惠、陪伴，靠神可以勝過患難
五5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神的愛這麼大，神已經讓我們知道了 —
可以靠祂的恩典、祂的同在。
6-8 因我們還軟弱的時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為罪人死。

為義人死，是少有的；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為義
是
為
或者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祂已經這麼愛我們了，
現在已經回頭、信神了，難道祂不愛我們嗎？
不會的，祂會繼續施恩保守、同在、帶領。
我們整個人生 — 過去與神和好、現在站在恩典中，
過去與神和好 現在站在恩典中
遇到多少患難，還是可以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顯出來…

五12-21 亞當跟基督的對比

亞當因為背逆，後裔遺傳到罪性、後來都犯了罪，
亞當因為背逆
後裔遺傳到罪性 後來都犯了罪
 如果按照罪人的思想，就會把責任推給亞當，
但是不能推給亞當的 —
羅二 我們裡面還是有是非之心，就是中國人所謂良心，
違背是非之心、違背良心而墮落犯罪，
我們親自要向上帝負責任的
 我們後來也犯罪，跟亞當一樣都死了
另外一個人就是耶穌基督，
因為順服神給祂的任務就來到人間，
帶給我們的不是罪惡跟死亡，是義跟生命
帶給我們的不是罪惡跟死亡
是義跟生命 —
 我們的罪得到潔淨、赦免，我們稱義、被神判為無罪
 我們以後練習過聖潔的生活、義的生活，
我們以後練習過聖潔的生活 義的生活
而且得到新的生命、永遠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