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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与我们同在 

第十部分： 早期的书信 

信息 13——罗马书 

神的计划 

罗马书 3:21-5:21 

介绍 

罗马书系统并渐进的进行讲解。保罗首先概括了罪的问题，罪影响到

所有的人类（1-3 章）。接下来，他讲解了主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

（3-5 章）。罗马书 3，4，5 章是圣经中对神救赎的恩典阐述最详尽

的部分，这救赎的实现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要理解这些篇章，它

们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能够回答我们的核心问题：我们怎样与神和好？ 

 

神的计划 3:21-25 

“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

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

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

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 (3：31-25)。 

 

这是新约中最重要的章节。在这几行中，保罗总结了神拯救人类的计

划。第 24，25 章包含七个定意救赎的词语： 

1. 称义： 神宣告那些有罪的罪人为“无罪。“我们当初时”与神和好的

“（比如：合法宣称与主和好）。Justified==just-as-if I’d never sinned! 

2. 白白的: 救赎从神那里白白地赐给我们。这不是我们得来的，我

们不配得到这样的恩典。 

3. 因着他的恩典：出于神的恩典（我们不配得的好处），救赎的恩

临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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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过救赎：神付出了终极的代价——他无罪的儿子的宝贵鲜血：

1）来拯救我们，或者将我们从律法的代价中买赎回来（最终的死

亡/与神隔绝）2) 让我们在和神的新的关系中得自由，在基督中得

新的生命。 

5. 从耶稣基督而来：这个救赎要靠耶稣，也唯靠耶稣才能实现。 

6. 救赎的牺牲*，通过他流出的宝血: 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圣洁的

神和有罪的人能够和解，因为耶稣为罪付上了代价。 

7. 因着信就被接纳：我们只要相信耶稣为我们所做的，就可以得到

这份白白的恩典。 

* 在“救赎的牺牲“这个短语后，是一个有趣的希腊词语：hilasterion. 

在 NASB 版本的翻译中，被译为”挽回祭。“ Kenneth Wuest 这样

解释道： 

“挽回祭这个词在利未记 16:14 中使用过，指的是约柜上的金盖。

在约柜的金盖下，是写着十诫的石板，而以色列人却违反了十诫。

在约柜前站着代表人们的大祭司。当牺牲的血洒在金盖上时，那里

就不再是审判之地，而成为了恩典之地。血流在被违反的律法和犯

法的人中间。而耶稣的宝血则满足了神圣洁的律法被人类违反后

所要出的正义的代价。他为人类受了惩罚，如此便挪去了圣洁的天

父和犯罪的人之间的隔阂，这隔阂就是罪，罪恶和惩罚。Kenneth 

Wuest (Word Studies) 

 

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下宝血，掩盖了我们的罪，让圣洁的神和罪

恶的人可以在那里相遇。这是我们的挽回祭（恩典的座位），

它赐给我们赦免，并将控罪变为赦罪。 

总结：救赎是神宣告一个有罪之人“无罪”的行为，这是因着他

的慈爱而降下的白白的恩典。救赎通过耶稣临到我们，因着他

的死，满足了神对牺牲的要求。要接受这救赎的恩典，我们就

要将我们的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凭着死所做出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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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基督的牺牲才能够满足神：3:25,26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

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

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3：

25，26)。 

 

耶稣基督，神儿子的牺牲是唯一能够满足神要求的举动。为了

赦免了人类的罪，神在旧约中预言耶稣的死和流出宝血的时

候。“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

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利未

记 17:11）。在新约开始直到人类最后的阶段，十字架让神赦

免人的罪，在那里，基督为了人类永远的赦罪而牺牲并流出了

宝血。  

 

赦罪之恩是建立在耶稣的死之上的 

创世纪>>>>>>>>>>>>十字架>>>>>>>>>>>>启示录 

在旧约中，神预表了这个牺牲。当人们将羊羔献上作为祭物

时，那只羊羔一定是没有瑕疵的，这样就表明完美的神的羔羊

将会有一天被献上，并挪去世界的罪。 

 

不再夸口：3:27-31 

“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

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作犹太人的神吗？

不也是作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作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

这里是一处重要的经文，因为它对救赎的解释非常清晰。

这七个短语如何帮助你更全面的理解救赎的深刻真理

呢？你是否曾经对人如何在神面前称义有错误的认识，而

今发生改变？这些信息让你对神的性情有了什么样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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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

为义”(3:27-30)。 

 

在天国没有骄傲的人，只有那些为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救赎

的礼物而满怀感恩的人。保罗在这里具体的解释人类的基本

的问题——罪的问题。他还利用有限的篇幅（3:21-31）解释

了对神和我们都适用的解决计划：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没有例外: 4：1-25 

保罗继续阐述他关于救恩的观点，指出这是从神而来的，不是

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得的。在第四章，他讨论了两个在犹太人

的世界非常重要的属灵人物：亚伯拉罕和大卫，他说即使他

们，也不会通过他们的好行为获得神的恩典。他们都是通过

信，而不是行为，得到神的恩典，和神同行的。 

 

亚伯拉罕和大卫: 4：1-8 

“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倘若

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

夸。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惟有不做工的，只信

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4:1-5）。 

 

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父，所以他很受尊重。但是保罗强调，亚

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就算他为义，“因

着他的信”（而不是因为他的行为）。 

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旅：在创世纪 12 章，15 章到 21 章，描述

了亚伯拉罕的一生（和他的妻子撒莱）。当他已经 75 岁的时

候，神宣布祂会让亚伯兰成为一个国家的父，所有人都会因他

得福。很多年过去了，亚伯兰和撒莱却始终没有看到自己有任

何子嗣可以开始神所应许他的国。神后来又向亚伯兰显现（创

世纪 15:1-6），让他抬头看天上的星，并告诉他以后从他而

出的子嗣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胜数。 



 2020 年 3 月 8 日                                   1310页 

这一部分在罗马书 4:3 中也有表述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

就以此为他的义”（启示录 15:6）。撒莱没有怀孕，亚伯兰没

有看到应许实现的迹象。他只是“相信神” 和神的应许。撒莱

是亚伯兰唯一的妻子，所以只有可能是由撒莱生下神应许的

孩子。但是他们还有一位埃及的侍女，名叫夏甲。十年以后

（16 章），他们还在等待神的应许实现，那时撒莱告诉亚伯

拉罕，让他纳夏甲为妾，这样就可以为他生下后嗣。圣经中没

有说到亚伯兰向神祈求，问神是否通过这样行来实现他的应

许。当亚伯兰 86 岁的时候（16:16），夏甲给他生了儿子叫以

实马利，这也成为夏甲和撒莱冲突的起因。直到亚伯兰 99 岁

的时候，神才又一次来看亚伯兰和撒莱，再次重述他的应许

（17）。他再次提到了在亚伯兰 75 岁时赐下的应许，加入了

更多的细节。神也告诉他们撒莱将会在来年给亚伯拉罕生下

一个儿子（18:10）! 神给了他们改了名字：亚伯拉罕（多国的

父）萨拉（多国的母）。亚伯拉罕正是到了 99 岁的时候，他

的信心才得以坚定。 “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

就得以作多国的父” ……萨拉在 90 岁的时候怀孕，生下了他们

的儿子！（罗马书 4；18-22） 

像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称义一样，以色列最著名的王，大卫也是

如此。 

  

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是保罗对救恩解释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表明

神宣称亚伯拉罕是“义人”，是因为亚伯拉罕对神所应许的信心。

但这不是说这期间亚伯拉罕和萨拉没有催促神，用他们自己的方

式来“帮神实现应许”。显然，神不在他们的计划中。等候神是很

难的，最后当他们都已经没有指望的时候，神按照他的计划完成

了应许。现在的人对神的应许更没有信心。必须全然相信。但是

亚伯拉罕和萨拉他们完全相信只有神能够实现应许。他们的信心

故事表明，尽管他们在信心的道路上也不免走弯路，他们仍被称

为义，这真的是给我们带来了盼望。你从亚伯拉罕和萨拉身上学

到了什么？神从没有放弃过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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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

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4:6-8）“。 

保罗引用了诗篇 32 章。在撒母耳记下 11 章中记载，大卫和

拔示巴行淫后又将她的丈夫乌利亚杀害，这之后他写了这篇

诗篇。在这里，大卫感谢神仁慈的赦免，知道他自己不配得到

这样的恩典。以色列最伟大的王都知道唯一能够和神和好的

方法就是通过神自己的怜悯和恩典，而不是人的好行为。通常

我们要看到自己真正的自私的光景是需要经历错误的选择和

后果的。在事发后一年的时间里，大卫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而感

到羞耻。所以神安排拿单去大卫那里，给他讲关于羊的故事。

那个富有却麻木不仁的人有很多头羊，然而另一个谦卑的人

却只有一头羊。这个富有的人还要夺走那头仅有的羊。大卫受

到触动，要审判这个为富不仁的人。正在此时，拿单将大卫和

这个富人进行比较。当他意识到自己就像这个人一样，大卫忏

悔不已。 

 

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一样: 4：9-17 

保罗被拣选成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者——不仅属于犹太人

的福音，恰是神奇妙救赎恩典的表现。他指出亚伯拉罕在神面

前因信称义，这发生在他接受割礼之前。割礼是神和犹太人订

约的记号。 

  

这两个伟人都有缺乏信心的时候。但是保罗受到圣灵的启发，

借他们指代那些在绝望中，却意识到在圣洁却又恩慈的父神

前，要想成为行为的伟人是多么的没有用处。神会向他们宣

告他们最终的义。记住，称义并非要让人在神面前无可指摘。

它指的是神宣告我们无罪，是因为我们相信他。但是一旦我

们意识到神奇妙的爱，并愿意和他建立关系，我们就能够像

亚伯拉罕和大卫一样，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都能

够敬拜和赞美神。这两个人物是否让你有所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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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

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

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

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

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

他作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又作受割

礼之人的父，就是那些不但受割礼，并且按我们的祖宗亚伯拉

罕未受割礼而信之踪迹去行的人“（4:9-12）。 

 

保罗告诉外邦人，只要他们相信耶稣是救赎，他们就是灵里的

“亚伯拉罕的子孙“了。救赎是神赐给全人类的恩典，不仅仅是

赐给犹太人的。 

相信神的复活：4:18-25 

当亚伯拉罕一百岁的时候，神重申他的应许，神会通过萨拉

（当时她 90 岁）赐给亚伯拉罕后嗣。尽管看是不可能，亚伯

拉罕仍然相信神会将他衰老的身体“从死里“提起来，让他和萨

拉能够怀孕生子。神把他们老去的身体提起，并给了他们期待

已久的孩子，以撒。这样，亚伯拉罕的信就是神的复活。 就

像亚伯拉罕和萨拉，我们也被呼召要相信神的复活，神将人从

死里—耶稣那里提起来。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死和复活的话，我

们就在神那里被称为义。 

 

我们的救赎的结果：5:1-11 

保罗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在神那里称义。如果相信耶稣基督，那

么救赎的恩典就临到我们。从那时起，你就成为神的孩子，一

定会和他在天国的永恒中相遇。你是在神面前被称为义。但是

有很多额外的恩典。这里保罗只是罗列了几种我们在救赎中

得到的好处。 

1. 与神相合（5:1）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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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平安和与神相合是不一样的。神的平安是指神可以安静

焦虑的内心，这是你祷告生命的果效（腓利比书 4:6,7）。与

神相合，另一方面，指的是因为我们的罪而导致的和神之间所

有的恶意的终结。正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实现了这个相合。

那么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就被视为义。 

 

2. 介绍（5:2a）。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在保罗时代，如果一个人想让王或者某些重要人士交谈，“引

荐”是必不可少的。通过这样的引荐，某个人就可以接近王，

站在他面前。那些相信基督的人就获得了引荐，能够进入充满

恩典的神的房间。我们能够接近神，因为耶稣基督引荐我们。

这样我们就可无惧的站在万王之王的面前。我们是他所邀请

的客人，客人已经被宣告无罪，且已经得赦免了。 

 

3. 在恩典里站立（5:2b）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 

当信徒走进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就“站在他的恩典中。“我们

就会从头到脚都被恩典所保护。我们会全身披着恩典的华服。 

这恩是耶稣，神的亲生儿子赐给我们的。若不是靠着恩典，我

们无法站在神的面前。唯独依靠，全然依靠恩典。 

 

4. 必得荣耀（5:2c） 

“……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信徒，因为死亡让我们去到另外一个国

度，在那里我们开始和神同享荣耀。对于信徒来说，死亡已经

成为他们的益处（腓利比书 1:21）。对于每位信徒来说，这是

他们的盼望——那就是能够和神同享荣耀。保罗在罗马书

8:18-25 为这荣耀的盼望而欢呼。我们也会在后面思考这荣耀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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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试炼的目的 （5:3,4）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

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 

神控制所有的试炼，他让试炼临到自己所爱的孩子。这是为了

锻炼我们的信心，塑造我们的品格。我们可以相信神的爱，这

是没有错的。每个试炼都是有目的的，每个试炼都是神用来让

我们获得他期待我们获得的能力的一种途径。  

 

6. 圣灵住在里面（5:5） 

“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

们心里“。 

神自己圣灵保慧师的人格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现在不仅和神

有了“合法“的关系（正当的——指”无罪“的），而且我们和神

还有更为”个人“和”真实“的关系。”神在你里面做工，让你存心

想要凡是让他喜悦“。保罗将在后面（罗马书 8 章）继续讨论

神灵的做工。 

 

7. 相信神给我们的爱(5:6-8)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

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做的。惟有基督在我们

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让自己的儿子耶稣为我们而死。

这就是他爱我们的证据。他没有等到我们洁净自己，变成可喜

悦了以后才来拯救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永远不能。作为一名

基督徒，我永远不用怀疑神对我的爱。我知道他爱我，并且会

永不停止爱我。在约翰 1 书中说到：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

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

得完全。（约翰 1 书 4:18）。 这一生我都无法完全理解神给

我的奇妙的爱；但是纪念耶稣为我受死，我可以相信他的爱是

如此深刻，从不改变。保罗祈祷人们能够更好的认识神长阔高

深的大爱（以弗所书 3: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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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惧怕忿怒 (5:9) 

“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忿怒“。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罗马书 8:1）。在

主里面不再有惧怕，因为我们不被定罪了。一旦我犯罪，神会

像父亲管教孩子一样惩戒我；但是这是爱的管教，为让我成为

真正的门徒（学像他一样）。在管教中没有定罪；只有爱，管

教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像基督。 

 

9. 上帝的朋友 (5:11) 

“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

他以神为乐“。 

在雅各书 2 章，亚伯拉罕被称作是“神的朋友“（雅各书 2:23）。

保罗说通过耶稣，我们都是神的朋友。通过耶稣介绍，天父神

将我们从他的敌人变成了他的朋友。 

 

从亚当的家到基督：5:12-21 

在罗马书的后半部分，保罗回顾了创世纪，并将第一个亚当和

第二个亚当进行了对比。亚当和基督（耶稣在哥林多前书

15:45 中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代表了人类。他们的行为所造

成的后果影响到了每一个人。 

 

 

  

如果圣灵没有拣选保罗（和其他新约的作者）将这些真理启示

出来，我们就不能从神的角度去理解神的奇异恩典。我们停下

来，仔细思考，掌握这其中的要义，我们的心应该喜乐，因为

神是如此的爱我们，哪怕我们曾经偏行己路，白白辜负了他的

爱和恩典。仔细好好想想上文所举出的这九条好处。哪一条让

你为神的爱最为感动？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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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      两行为      两律      两后果      两统治者 

亚当：   违背神   >>  审判   >> 愤怒 >>    罪和死 

基督：    死      >>  恩典   >> 公义 >>  恩典和生命 

 

我们生来都受到亚当的影响。我们一生下来就继承了罪的天

性。你不需要教孩子怎么变坏，他们自己就会。明尼苏达的犯

罪委员会报道的情况： 

“每个婴儿就像是一个小野人。他非常自私和自我。他想要的

东西马上就要得到：奶瓶，妈妈的关注，玩具和他叔叔的目光。

如果得不到这些，因而就会发怒，变得富有攻击性，要不是婴

儿没有办法，否则他们都能杀人。这表明所有的孩子，不是某

些特定的孩子，都是生来就悖逆的。如果任由他们成长在这种

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中，不对他们的行为加以控制，每个孩子都

会长大成为罪犯，盗窃犯，杀人犯，强奸犯。 

我们在基督的家中，享受重生。我们要回应神的恩典，接受救

赎的礼物。注意 17 节： 

“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作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

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 

 

罗马书这一部分表明，神的愤怒临到拒绝神的人（1:18）,但是

神的恩典却会丰丰富富的降临给接受神的人身上，他们接受

了神的恩典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5:17）。 

 

问题讨论 

1. 你在研读罗马书 1-5 章时对罪和救赎有了怎样的认识？

有新的观点么？ 

2. 回顾那些救赎带来的果效（5:1-11）。那个果效给你带来

最大的喜乐？ 

3. 罗马书 1-5 章是否让你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它的问题，

以及人们的解决计划是什么？ 

4. 你如何将神的解决计划分享给你周围的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