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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一18 – 三20 是講福音的需要、或稱義的需要，
為什麼我們需要被稱為義 需要福音呢？
為什麼我們需要被稱為義、需要福音呢？
因為世界上的人都達不到神的標準，
上帝的標準是以祂的榮耀為標準，
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 (三23 結論)。
世人都是不義的人，都需要被稱為義
世人都是不義的人，都需要被稱為義、
都需要神兒子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拯救，
保羅就 點 點加以說明
保羅就一點一點加以說明…
保羅所講的是一般人，特別是外邦人，
 猶太人不拜偶像
 外邦從希臘開始、羅馬帝國政治上統一，
其實是被希臘
所
文化上其實是被希臘文化所統治，
希臘文化的「諸神觀念」羅馬人也完全照接
所以當時的世界拜偶像的風氣很盛
所以當時的世界拜偶像的風氣很盛，
保羅就先講為什麼需要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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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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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不虔、不義的人呢？
18 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就是那些行不義阻擋真理的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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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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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因為，他們雖然知道神，卻不當作神榮耀他，也不感謝他。
他們的思念變為虛妄，無知的心就昏暗了。
不虔是對神的，不義是對人、對事、對物的。
義者宜也」這是中國古訓 義是合宜的
「義者宜也」這是中國古訓，義是合宜的，
不合宜、不恰當、不正確的，就是不義的，
 人雖然拜偶像，只是求福、求平安、求好處，
做壞事他不怕偶像、偶像管不了他
 人在地上對真神不敬虔、不信服，
以致對人、對事、對物都不正當、都不合宜，變成不義

行不義壓制真理的人

阻擋好像是一個東西從外面過來，擋住、不讓它進來
壓制是 個東西想要從裡面表達出來 你把它壓制下去
壓制是一個東西想要從裡面表達出來，你把它壓制下去
差別就在於神的真理是在我們外面呢、或是在心裡？
許多有名解釋聖經的人 都同意這裡壓制是更好的。
許多有名解釋聖經的人，都同意這裡壓制是更好的。



保羅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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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已經給他們顯明
神的存在、本性、作為，人的心裡都有這個真理，
要從裡面活出來讓人敬畏神 人把這種真理給壓制住了
要從裡面活出來讓人敬畏神，人把這種真理給壓制住了
 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性，
這是宇宙論 思想神的存在
這是宇宙論，思想神的存在，
 看到桌子就會想到木匠、看到電燈想到愛迪生
 看到偉大的宇宙，心中就產生
看到偉大的宇宙，心中就產生一個
個
敬畏、創造的主宰 –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有的時候我們不理祂、不信神，
 這變成了壓制真理、就變成了不虔
這變成了壓制真理 就變成了不虔
 這就是罪的根源 – 沒有把神當神，
就不理神給人是非之心、
道德良心的催逼和聲音
神創造計畫的美好
神創造計畫的美好，
讓我們發現宇宙萬有存在的奧祕 –
在神的設計、引導之下，
日月星辰在運轉、地球的自轉，
 地球
地球、太陽太靠近，
太陽太靠近
我們通通被烤成焦、紅燒肉了
 太遠了，凍死我們，都是冷凍肉了
遠了 凍 我們 都是冷凍肉了
上帝讓我們活在這樣的空間裡，人應當感謝上帝；
人不感謝祂 無知的心就昏暗 就變成虛枉了
人不感謝祂，無知的心就昏暗、就變成虛枉了。
這是保羅講出人的一些情況出來。

從宇宙萬有的存在、神設計的目的，
良 道德的聲音 神給人的 靈要敬拜
良心道德的聲音、神給人的心靈要敬拜，
這就是所謂的「一般啟示」。
 神把祂自己已經啟示給人了，
希望人能夠悔改、人能夠信服祂、
能夠認罪 能接受祂
能夠認罪、能接受祂
 但是從 一18 – 32 人卻喜歡不義、人卻仍然犯罪，
這就是壓制了真理
神是公義的，讓神對罪有忿怒，
 神必須要審判犯罪的人
 在神審判下沒有人能逃罪
怎麼辦 就必須神想辦法拯救我們
怎麼辦？就必須神想辦法拯救我們…
神想的辦法 – 設立耶穌作挽回祭，
憑著耶穌的血 藉著人的信 顯明神的義
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顯明神的義，
那就是「因信而稱義」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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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他們不但自己去行，還喜歡別人去行。
二15 這是顯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們心裡，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是非之心就是良心，完全一樣的一個希臘字，
 良心是律法刻在我們心、是上帝做的，
良心是律法刻在我們心 是上帝做的
所以人有道德、是非善惡的觀念，
當人做錯事的時候 應該趕快認錯 悔改
當人做錯事的時候、應該趕快認錯、悔改
 而人知道行上面講了二十一項犯罪的事情，
那樣做上帝要審判，自己做、還喜歡別人做
人沒有照著良心、是非善惡的指引來生活。
為什麼人需要稱義呢？因為人拜偶像、不虔，沒有敬畏真神，
 就在生活行為上，很多不義、不當的事情做出來
 雖然知道是不對，還是做
雖然知道是不對，還是做、還要別人做
還要別人做
良心的功能在人的生命中，人仍然會壓制裡面真理的聲音。

從 第二章 開始，保羅先講猶太人，
二1 你這論斷人的，無論你是誰，也無可推諉。
你這論斷人的 無論你是誰 也無可推諉
代表一些追求道德的人、或猶太人遵守律法的人，
他們說：我們大概不像 第一章
第 章 的人這麼壞，
我們是美好的、所以批評論斷別人，
保羅說：什麼人都不行，
二17 你稱為猶太人，又倚靠律法指著神誇口。
面講外邦人，他們有是非之心，靠良心想得稱義的，
一面講外邦人，他們有是非之心，靠良心想得稱義的，
保羅先作了一個結論、然後來說明…
而
二12 凡沒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滅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審判。
沒有律法指外邦人，以是非之心、良心來行善
 有律法的指猶太人，靠律法去行善
保羅說：通通是滅亡的！


良心，已經受到了蒙蔽，就好像眼睛變成近視眼，
 眼睛還存在、功能受大的損害，看不清楚了
眼睛還存在 功能受大的損害 看不清楚了
 強盜搶了人家錢、沒有殺他，還可以說：
「我要不是憑良心，早把你殺了，只拿你錢而已！」
「我要不是憑良心，早把你殺了，只拿你錢而已！
良心的標準不一樣了，
世界上的人都有良心，但都變成近視眼，
有的輕一點、有的重一點，沒有一個能夠達到神的標準，
都虧缺了神的榮耀 所以良心沒有辦法救我們
都虧缺了神的榮耀，所以良心沒有辦法救我們。
猶太人律法這麼多，聖經說只要一條犯了律法，
等於就犯了全條 等於通通是得罪上帝了
等於就犯了全條、等於通通是得罪上帝了，
 沒有辦法因守了一百條、犯了五條，就可以得赦免
 或守了五百條、犯了一條，不要緊
或守了
條
了 條 不要緊
聖經說只要犯一條就完了！
所以保羅的結論：按照神的福音，
所以保羅的結論
按照神的福音
耶穌審判隱祕事的日子，沒有人可以站得住！

到底什麼人這樣子呢？可以指兩種人，是很有把握的…
1 基督徒，尋求榮耀尊貴、不朽壞之福，找到神給的辦法
1.
基督徒 尋求榮耀尊貴 不朽壞之福 找到神給的辦法 –
在世上的時候，要悔改認罪、信耶穌，
藉著恆心行善、把這樣的信心表白出來
2. 舊約裡的聖徒們，雖然主耶穌還沒來，
不過神所應許的救主，他們都等候、想望，
許許多多先聖先賢都在等候神所應許的彌賽亞，
他們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
他們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
這種信服神的心，恆心行善
不大敢確定外邦裡面有沒有這樣的人，聖經沒有明講，
3. 不大敢確定外邦裡面有沒有這樣的人
聖經沒有明講
 如果問：中國古聖先賢能不能應用這一節？我們不知道
 上帝將來一定會讓我們明白祂奇妙的辦法，
帝將來 定會讓我們明白祂奇妙的辦法
上帝永遠是真理、不偏待人的
我們今天已經有了福音、就努力傳福音，
我們今天已經有了福音
就努力傳福音
勸人悔改信耶穌、敬畏神、恆心行善，神必以永生報應我們！

二7 凡恆心行善、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

就以永生報應他們；
就以永生報應他們
得到永生跟行善是什麼關係？豈不是…
得到永生跟行善是什麼關係
豈不是
恆心行善就得永生、行善就得救嗎？
那我們何必信耶穌？只要恆心行善。
這一節聖經要好好研究希臘文原文聖經，
 重要的句子「凡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
 「恆心行善」只是把這種心態表白出來
嚴格的翻譯應該是：
嚴格的翻譯應該是
凡尋求榮耀尊貴、和不能朽壞之福的，
尋求神、等候神的過程中，
在地上恆心行善，表白了他的心，
也就是藉著行為去表白他的信，
這樣的人以永生報應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