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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 早期的书信 

信息 11——罗马书 

我们世界的问题 

罗马书 1 

介绍 

罗马书无疑是保罗书信中最重要的一篇，也可能是新约书信中最重要

的一篇。在圣灵的感染下，保罗在罗马书中完整的解释了基督教的核

心信仰。保罗本想从耶路撒冷回来以后再去罗马（参见 15:22-23，其

中他解释了自己的旅行计划）。这封信在他出发前就送出了，信中详

尽的解释了保罗自归信主以后（1:11-15）他所传讲的福音内容。但是

保罗的反对者却一直散布谣言，攻击他的讲道，并在教会中制造纷争。

我们在加拉太书和哥林多书中都看到了，保罗用了很多时间明确他的

教导，更正错误言论。他提前发出这封书信，为了能够让人们建立坚

定的信仰根基，这样等他到达罗马时，人们就已经了解他要将什么了。 

因此，罗马书主要为了详尽阐述福音的真理，并为其辩护。“神告诉世

界——犹太人和外邦人，人们都无法在神眼中称义，但是通过信仰，

相信神公义的儿子，在神眼中就成为义了” （罗马书：欧文 L. 杰森）。

罗马书在教会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公元 386 年，罗马皇帝奥

略留斯奥古斯丁在读了罗马书以后，接受耶稣基督作他的救主。他成

为教会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位领袖和神学家。一千多年后，新教改革

之父马丁路德写道：“我日夜思考罗马书中的篇章，知道我知道真理。

我觉得自己获得了重生。保罗所著的这篇文章指引我通往天堂的道

路。” 几个世纪之后，约翰卫斯理这样评价他对罗马书的学习：“我感

到心异常火热，我相信基督，接受基督成为我唯一的救主；而我也相

信他挪去了我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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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新教改宗神学家约翰加尔文说：“倘若掌握这篇使徒书信，你就

获得了进入福音真理最隐秘宝库的钥匙。“ 威廉丁道尔，作为第一位

将圣经翻译为英文的神学家，这样评价罗马书：”这里蕴含着新约中

的原则和精华……” 没人会觉得自己读罗马书够多够好了。你越是经

常学习、研究和咀嚼罗马书，也会越容易深入其中，获得理解它的快

乐，得到更多宝贵的信息……“ 

今天，罗马书仍然在认真研读它的人心中做工。我们建议你在接下来

的六周中，和我们一起学习罗马书，认真研读这部伟大的书信。 

 

罗马书大纲 

问安，致谢：1:1-13 

罪的问题：1:14-3:20 

公义的解决：3:21-5:21 

圣灵作神圣的工 6:1-8:39 

以色列和外邦人的处境 9:1-11:36 

基督徒生活的现实问题 12:1-15:13 

结束语和问候 15:14-16:27 

 

问安，致谢 1:1-13 

保罗直接解释了上帝呼召他向世界传讲的福音（好消息）是什么： 

——那是旧约应许的福音（1:2）。 

——那是关于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嗣的福音（1:3）。 

——那是关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福音（1:4）。 

——那是关于宣称耶稣通过复活，成为救主的福音（1:4）。 

——那是保罗被呼召将此带给外邦世界的福音（1:5）。 

保罗这封信写给居住在罗马的信徒，那里是当时罗马帝国的都城。他

感谢上帝给了信徒们信心，同时也告诉他们自己一直期待见到他们。

保罗祷告的核心是求神准许他能够作为基督的信使，前往罗马。虽然

他一直计划前去罗马，但在他之前传道的几十年中，他还没有实现这

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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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问题：1:14-3:20 

罗马书对内部章节没有非常清晰的划分，所以所谓的大纲也只是强行

划分出来的。保罗谈到第一个他要主要讨论的议题——我们世界上的

罪的问题（从人类开始时起）以及我们个人生命中的罪。如果不首先

了解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准确的理解神当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就

像是一位要给我们开药的医生，保罗在显微镜下分析我们的问题，然

后宣布：“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3:23）。 

——保罗三次宣称“我（愿意）”：1:4-17： 保罗转而清晰的陈述说他

向所有人传讲福音的使命。 注意这里说了三次“我（愿意）”，来表明

保罗的使徒工作。 

“无论是希腊人、未开化的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以

愿意尽我的力量把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为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

记：“义人必因信得生。”（1:14-17） 

 

欠债：保罗曾经是一位自以为是的犹太人，他使很多基督徒受罚或被

处死。 但是他的生命却被耶稣基督完全转变了。基督让他作为大使，

让他向人们传扬救赎的信息。保罗对此有很大的负担，他要忠心的传

讲这些信息，因为神指定让他把福音传向世界。“obligation”的希腊文

字面翻译是“欠债”。保罗觉得他对世界有亏欠，因为他心里认为只有

神的真理可以解决世上的难题。 

尽力量：保罗虽有亏欠的想法， 但他也有积极的想法（尽力量），

两种想法相互协调。他深知，福音能够回应人们最大的需要。尽管他

在自己的见证中不断遭遇困难，保罗仍是非常尽力的信使。 

不以之为耻: 尽管对于很多人来说，犹太人的弥赛亚被钉死，之后又

复活升天，这样的信息听起来很愚蠢，但保罗却一点也不以此为耻，

因为他知道神的大能，他会拯救那些相信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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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旧约中哈巴谷书的经句来总结福音：义人因信得生。 也就是说

人们能够因信那位被钉和升天的耶稣基督，而被认为是义人。 

 

——人类的问题：1:18-32 

保罗继续他谈到的罪的问题。（罪，如圣经所定义，就是对神的悖逆；

违反神公义的品德和律法。自从第一个人选择悖逆神的旨意开始，罪

就被人类传承至今。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不用人教，就会自私和顽

抗；而要变得无私和服从，却要经过认真学习。罪的本性在人的心里

是非常顽固的存在。） 

 

首先，保罗认为罪是全人类的共同问题（1:18-32）。其次，他说明罪

甚至会影响到非常虔敬的人（2:1-29）。第三，他说罪是如何触及到

我们每个人的，包括他自己（3:1-20）。保罗要告诉我们，我们不能

从罪中自我拯救；神通过人和耶稣的做工来干预人的罪。 

 

罗马书 1:18 是以对比开始的。保罗已经提到过，福音的核心是说神

的公义通过耶稣基督向世界显露（1:17）。如果有人相信耶稣，他就

会接受神的公义，并且从罪的惩罚中被拯救。这就是好消息。但是我

们必须要知道，有坏消息才会有好消息！现在（18 节）保罗说道神的

愤怒要想世界显现，为什么？下面的经文对我们理解人类在世上的景

况非常重要，也告诉我们神的医治计划。我们一段一段来讲解。 

  

你对这三个“我（愿意）”有何感触？你是否有这样的亏欠感？想让

你周围的人知道耶稣？你是否感到心里承担着这样的重量，神那

里有解决周围人难题的办法么？你是否想要尽力量去让人们在言

行上都认识基督？你是否有你的三个“我（愿意）” 并且愿意为此

而祷告呢？你能够不以传福音而感到羞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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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

不义压制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

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

（1:18-20）。 

 

“神的愤怒显明出来……” 。保罗告诉我们情况不好。我们的世界正在

经历神的审判。神允许他的愤怒在地上被显明（被经历，看到和被感

受）。为什么？这就是保罗的主要观点。神的愤怒已经在我们的生活

中、我们的世界中被显明，因为我们阻止神存在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

我们离弃了神，那么作为结果，神也离弃了我们所身处的世界。 

关于神的这个事实是显而易见的（19 节），而且我们都清楚（20 节）。 

 

无论是我们的良知还是世上所造的，都证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有一

位全能，全知和全备的造物主神。这些对神的基本认识如此显明，我

们无可推诿，不能拒绝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存在和他的主权（20 节）。

保罗说，这是我们最本质的问题。其他问题都没有这个问题这样首当

其冲。我们离弃了那位独一的真神——上帝。 

如果人们不想接受神存在的事实，那他们用什么来取代神呢？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

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了。他们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昧，

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照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爬

虫的形像”。（1:21-23） 

 

我们用无用的猜测替代了神：我们从哪来，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

要去哪里，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然而为了寻找答案，人们却转向

了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有人崇拜动物的形象，有人崇拜太阳，

月亮或者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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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崇拜自然。我们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将本应该给神的荣耀拿走了，

用在了其他受造之物身上。而神才是这一切的创造者和维持者。  

现在保罗开始阐述我们如果拒绝神，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神的愤怒

（18 节）在当今人类世界是如何表现的？ 简而言之：神放任我们自

己的情欲和我们罪的天性，任凭我们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注意这里

反复出现的一句话“神任凭他们”。也就向父母对叛逆的孩子说的：“随

你去吧！” 

 

神通常会对人进行劝阻。这是神对全人类的慈悲怜悯。我们的世界没

有变得更糟，其中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神“阻止”了罪对我们的影响。（参

见帖撒罗尼迦 2 书 2:6,7）。这就像是父母还是尽量保护孩子让他们

不要受到伤害，哪怕这个孩子曾经任性地走上邪路。神出于怜悯这样

做，仅仅是因为他爱我们。 

 

但是在某些方面，神也会松开这个限制，让某种文化，或者个人去因

为他们的顽梗附上代价。 就像这里发生的“神放弃了他们……”神不再

限制，他让人自作自受。 

 

结果就是我们的心，意念和身体越来越被屈服于各种形式的污秽，尽

管我们徒然地想要控制自己的生活，没有神或神的指引，没有神的授

权和帮助，这一切都是无用的。 

 

“所以，神任凭他们随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羞辱自己

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

造物的主—主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1:24）！ 

“敬拜“是指“尊崇”和“崇敬”某人或某事。我们被神所造，他让我们能

够敬拜他。所以问题不是我们会不会敬拜，而是我们敬拜谁？敬拜

什么？在我们给 OPC 教会信众的 8 个特征中，排在第一个的就是

敬拜。你对神的爱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在你的生命中，如何表明耶

稣是摆在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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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不再纯洁（24 节）。它让我们渴望不洁净的身体上的情欲和

放纵。保罗不断地重申这个问题：我们用谎言替换了神的真理。我们

一直在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是造物主。核心问题就是我们的世界拒绝

神。其他的问题都是这个核心问题之下的次要问题。 

 

全人类的经历——身体，灵魂，意识和精神——如果我们拒绝神的真

理，这些都会受到影响。接下来，保罗就说明那些和神所启示相反的

性倾向也是对神拒绝的结果。 我们先拒绝了神，我们的性倾向改变

是随后发生的。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自然的关系变

成违反自然的；男人也是如此，放弃了和女人自然的关系，欲火攻心，

男的和男的彼此贪恋，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逆性行为当得

的报应“（1:26-27）。 

 

我们看到在启示录中已经有人类在性上犯罪所承担的后果了。当亚当

和夏娃在罪中堕落以先，尽管他们赤身裸体，但是他们并不羞耻（启

示录 2:25）但是之后，他们却为自己是赤身的而感到羞耻，他们遮盖

自己（启示录 3:7）。从启示录 3 章之后，夫妻关系就从一夫一妻发

生了败坏的改变——一夫多妻，乱伦，强奸，同性恋，奸淫，卖淫，

等等，并且人类还在败坏。在保罗的时代，罗马世界这些离弃神计划

的败坏表现在性行为的开放上。  

 

美国总统候选人竞选已进入白热化的辩论环节，他们将讨论如何解

决我们所身处世界的问题。 我看他们辩论的时候，就在想罗马书 1

章中保罗对人类境况和问题下的问题的所进行的陈述。人类的癌症

就长在人自己的里面。丢弃神的人也会为神所丢弃。我们需要回转向

神……而不是其他的聪明的计划。我们要一次改变一个生命。这就解

释了为什么保罗急于将耶稣的信息传递出去。他知道自己有针对现

实问题的现实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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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保罗聚焦在同性恋这个问题上？因为他的主要观点是人拒绝

神，不承认神是一切事物的创造者和设计者，不承认神创造了我们自

己，我们的关系和我们性倾向。 同性恋群体拒绝接受神创造人类是

男人与女人结合的形式：“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

形象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25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启示录 1:27 和 2:21-25)。 

 

我们拒绝了设计者，于是就生活在一种“逆性“的状态下（保罗用的词

是”违反自然的“。） 

 

但是保罗并没有说拒绝神对我们生命的影响仅仅限于性上。他还指出

了一长串的“逆性“的行为（这些都是人类败坏的写照）。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扭曲的心，做那些不该做

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纷

争、诡诈、毒恨，又是毁谤的、说人坏话的、怨恨神的、侮辱人的、

狂傲的、自夸的、制造是非的、忤逆父母的、顽梗不化的、言而无信

的、无情无义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做这样事的人是该

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赞同别人去做“（1:28-32）。 

 

注意一下这段是如何开头的：“他们（整个人类）既然不认识神，神就

任凭他们……”(1:28)。“不认识”这个词在希腊就是：他们不认为神可以

作为他们知识的一部分。他们拒绝神进入他们的思考的过程中。他们

从自己的意识中臆想出一个神。他们将神从他们的所学中除去。他们

不让神进入他们的意识。 

 

然后他们就成为“装满了各样不义”的人（1:29）。接下来保罗给了 21

个不义的形态。 

 

第一章的最后一句话与主题呼应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做这样事的

人是该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做，还赞同别人去做”(1: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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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意识、心灵和良心深处，我们还知道神和神的公义。但是我

们任然我行我素，压制我们良心的声音，还为有人加入我们而欢呼雀

跃。 

 

总结： 

英国作家和神学家 C.S 刘易斯曾写道：最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对神

说“你的意志完成了（Thy will be done）“， 另一种是神对他说”你完

了(Thy will be done)“。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开篇中所阐述的。我们对

神说：我们不需要你！神对人说：随你的便吧。 这样，人类就陷在

罪里，承受离弃神的代价。一个离弃神的民族最终也会被神所离弃。 

 

*然而，保罗在罗马书中的主要信息是希望。对自己，对人类要有希

望，因为神是慈爱的，他用特别的方法来弥补我们的问题。通过耶稣

基督的牺牲，那位无罪的羔羊，我们才能够从罪恶和死亡中得救。我

们相信基督，就能够得到赦免，获得新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

心怀亏欠，尽力量和不以为耻地传扬福音的真理，他要向这个他当时

所在的败坏的世界传扬不变的真理，最终，这真理也传到了我们这里。 

 

问题讨论 

1. 保罗对人的光景的描述是否对你有所触动？ 

 

2. 从保罗所描述的世界，到今天你所在的世界，你看到有什么相似

之处？比起当时的时代，我们的世界是更好，更坏，还是一样？ 

 

3. 讨论如下议题：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坏消息是坏消息时，好消息才

能真正成为好消息。 

 

4. 回到保罗的三个“我（愿意）“ 的申明（1:14-16）。 这些申明如

何影响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