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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长到短
教会书信教会书信教会书信教会书信

罗罗罗罗，，，，林前后林前后林前后林前后，加，弗，
腓，西，帖前后

书写年代
第三次布道旅程第三次布道旅程第三次布道旅程第三次布道旅程(53-57)

林前(于以弗所)，林后(马
其顿)，罗(哥林多)

按主题分 救恩论救恩论救恩论救恩论(个人身上及教会里个人身上及教会里个人身上及教会里个人身上及教会里)

加，林前后，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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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 结构和内容

3. 中心观点

1. 背景

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在哥林多写的
公元57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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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在哥林多写的

500k vs. 36k

1. 背景

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在哥林多写的
保罗在希腊住了三个月(徒20:3)

20:3    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
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意从马其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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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在哥林多写的
保罗在希腊住了三个月(徒20:3)

在保罗回耶路撒冷之前写的(捐赠)

三次布道之后,保罗向往去西班牙传道
顺便路过罗马 (罗15:20, 罗马公民)

罗马书是为这旅行作准备
同时也因一些假教师可能先去罗马

15:20    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
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

1. 背景

罗马教会： 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处
内部争论引起犹太人被驱逐
(徒18:2, 耶稣是否是弥赛亚)

18:2    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
亚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
革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
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义大利
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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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罗马教会： 犹太人和外邦人共处
内部争论引起犹太人被驱逐
(徒18:2, 耶稣是否是弥赛亚)

罗马大火后尼禄迫害基督徒

大火起因大火起因大火起因大火起因？？？？

2. 结构和内容

问安 1:1-17

对世人的警告 1:18-3:20

因信而被救 3:21-7:6

与罪恶的搏斗 7:7-8:39

在基督里得自由 9:1-15:13

结语 15:14-16:27



3/6/2011

6

2. 结构和内容

问安 1:1-17

重要话语和体会重要话语和体会重要话语和体会重要话语和体会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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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是外邦人。

Corinth was a cosmopolitan melting pot of half a million people. Her streets teemed with merchants, sailors, gamblers 

and all sorts of unsavory types. The 1,000 “religious” prostitutes at the temple of Aphrodite poisoned the city’s culture 

and morals, which didn’t need any help in that regard since Corinth was a busy seaport and already boasted plenty of 

prostitutes both male and female. People came from all over the Roman empire to enjoy the lax moral atmosphere.

2. 结构和内容

对世人的警告 1:18-3:20

1:19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
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1:20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

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
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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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和内容

对世人的警告 1:18-3:20

1:26 

-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
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
1:27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

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
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

2. 结构和内容

对世人的警告 1:18-3:20

1:29 

-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或作阴
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
1:30 

-又是谗毁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或作被

神所憎恶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
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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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和内容

对世人的警告 1:18-3:20

1:31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1:32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2. 结构和内容

对世人的警告 1:18-3:20

1:31 

-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1:32 

-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
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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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和内容

对世人的警告 1:18-3:20

2:23 

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
倒犯律法，玷辱神麽。
2:24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
受了亵渎，正如经上所记的。

Who are they?

2. 结构和内容

对世人的警告 1:18-3:20

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3: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
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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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和内容

因信而被救 3:21-7:6

4:19 

-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

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
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
信心还是不软弱。
4:20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

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
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
耀归给神。
4:21 

-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
必能作成。
4:22 

-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2. 结构和内容

因信而被救 3:21-7: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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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所已，我们藉着洗礼归入

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
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
复活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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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复活升天

基督荣耀再临

现今世代

将来世代(已经实现又尚
未完成的时代)

罪和死亡

永恒救恩

2. 结构和内容

与罪恶的搏斗 7:7-8:39

7:8 

-然而罪趁着机会，就藉着

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
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
的。

7:11 

-因为罪趁着机会，就藉着
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

-7:21 

--我觉得有个律我觉得有个律我觉得有个律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就是我愿就是我愿就是我愿

意为善的时候意为善的时候意为善的时候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便有恶与便有恶与便有恶与
我同在我同在我同在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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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和内容

与罪恶的搏斗 7:7-8:39

7:23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
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
律。
7:24 

-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
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2. 结构和内容

与罪恶的搏斗 7:7-8:39

7:23 

-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
去叫我附从那肢体中犯罪的
律。
7:24 

-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我真是苦阿，谁能救我脱
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7:25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

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
身却顺服罪的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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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和内容

与罪恶的搏斗 7:7-8:39

8:10 

-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
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
活。

-8:18 

-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将

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
足介意了。

2. 结构和内容

在基督里得自由 9:1-15:13

10:13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
得救。
10:14 

-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

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
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
见呢。
10:15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

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
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
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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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和内容

在基督里得自由 9:1-15:13

12:1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

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
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
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当然的。
12:2 

-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

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
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
的旨意。

2. 结构和内容

在基督里得自由 9:1-15:13

12:6 

-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
不同。或说豫言，就当照着
信心的程度说豫言

12:7 

-或作执事，就当专一执事。
或作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

12:8 

-或作劝化的，就当专一劝

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
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
就当甘心。



3/6/2011

15

2. 结构和内容

在基督里得自由 9:1-15:13

12:17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
事，要留心去作。
12:18 

-若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12:19 

-亲串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
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12:21 

--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
恶。

2. 结构和内容

在基督里得自由 9:1-15:13

13:1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

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
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
命的。
13:2 

-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

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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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构和内容

结语 15:14-16:27

15:22 

-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
15:23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

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士班雅去的时候，
可以到你们那里。
15:24 

-盼望从你们那里经过，得见你们，先与

你们彼此交往，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
们送行。
15:25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
15:26 

-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
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
15:27 

-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

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
上有分，就当把养身之物供给他们
15:28 

-等我辨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
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士班雅去。

3. 中心观点

考试考试考试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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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心观点

1. 世人都有罪

2. 因信而被救

3. 与罪恶搏斗

4. 在基督里得自由

4.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天主教强调信心和行为同样重要天主教强调信心和行为同样重要天主教强调信心和行为同样重要天主教强调信心和行为同样重要：：：：

2:6 

-他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2:7 

-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
们。
2:8 

-惟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恨报应他们。
2:9 

-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2:10 

-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
希利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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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奥古斯丁曾经警告过世人不正确的安全感奥古斯丁曾经警告过世人不正确的安全感奥古斯丁曾经警告过世人不正确的安全感奥古斯丁曾经警告过世人不正确的安全感
(Exposition of Psalm 147):

The gospel warned us, "Be on the watch for 

the last day, the day when the Son of Man 

will come," because it will spell disaster for 

those it finds secure as they are now –

secure for the wrong reasons, I mean, secure 

in the pleasures of this world, when they 

ought to be secure only when they have 

dominated this world's lusts. The apostle 

certainly prepares us for that future life in 

words of which I also reminded you on that 

occasion.

4. 影响影响影响影响

马丁路德建议基督徒将整本罗马书背下来
该书是基督徒每天需要的精神粮食

该书对改教运动的影响: 教会历史再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