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书

第三课…

教会建立与信徒

罗马教会什么时候、被什么人建立，
 到现在没有一个准确、权威的说法
到现在没有 个准确 权威的说法
 大家的推想，可能公元三十年五旬节，
听到彼得讲道三千个悔改的人中间 有部分罗马来的
听到彼得讲道三千个悔改的人中间，有部分罗马来的，
然后回到罗马、建立教会
徒六9 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
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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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考证，利百地拿会堂
很多是从罗马回来的自由人
 63BC 罗马将军庞贝占领巴勒斯坦，
抵抗的犹太人就被俘虏作奴隶、带到罗马去，
渐渐地有贡献、有好的名望、声誉，
自由人，
，
就被释放作自由人，以后回到耶路撒冷，
他们有一个特别的会堂 – 利百地拿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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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早期犹太人从罗马来、
信了主就回到罗马 可能就建立教会了
信了主就回到罗马，可能就建立教会了，
但是详情没有办法找到资料。
至少知道 AD49 有一对罗马的犹太基督徒，
有一对罗马的犹太基督徒
就是亚居拉、百基拉，被革老丢皇帝赶出罗马，
到了哥林多、跟保罗同工 建立哥林多教会。
到了哥林多、跟保罗同工，建立哥林多教会。
为什么被赶出罗马呢？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记载，
根据罗马历史学家记载
犹太社区因为一个名叫基督的人起了动乱，
罗马皇帝革老丢就把犹太人统统赶出罗马，
因为以为是犹太教里面的问题，所以
，
犹太教、基督教、基督徒，统统被赶出来。
可以从此判断：AD49 罗马教会已经非常兴旺，
居拉、百基拉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
亚居拉、百基拉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
AD49 已经这么成熟，教会的建立可能相当年日了。

保罗是罗马公民，爸爸、家人都有罗马籍，
是不是自由人的身分？有可能。

AD325 初代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耶柔米，

他们这样讲：「彼得建立罗马教会，
他们这样讲
「彼得建立罗马教会
而且作了二十五年监督或主教。」
但是这样的推论不太靠得住…
但是这样的推论不太靠得住
 彼得 AD67 在尼禄王手下殉道，
二十五年前到罗马应该是 AD42，不应该在罗马
不应该在罗马
 AD49 彼得还在耶路撒冷参与 徒十五 使徒大会，
还在东边帝 到处传道，不会跑到罗马建 罗马教会
还在东边帝国到处传道，不会跑到罗马建立罗马教会
彼得到过罗马没有呢？可能到过，
 彼得、保罗晚年都在罗马、
彼得 保罗晚年都在罗马
都在尼禄王手下殉道
 以后彼得被天主教尊为
罗马的第一任主教，或第一任教皇
但是罗马教会谁建立的、什么时候建立的，
到如今仍不敢确定。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
 罗马的信德已经传遍天下、基督徒都尊重罗马教会
罗马的信德已经传遍天下 基督徒都尊重罗马教会
 罗马本来就是帝国的首都，是文化、教育、政治、
经济 军事 交通的中心，人才济济
经济、军事
交通的中心 人才济济
保罗在 十六章 向罗马教会提名问安，
 提了 26 个人都是他认识的
 还有两个没有提名字，
个某人的姐妹、一个某人的妈妈
个某人的妈妈，
一个某人的姐妹
所以他认识 28 个人在教会中
因为各地很多的基督徒移民到罗马去，
保罗在以弗所、哥林多、耶路撒冷、安提阿，
很多认识的朋友移民到罗马去。
很多人才集中在罗马，
保罗很盼望罗马教会能够成为西方的安提阿，
支持他继续传福音直到西班牙。

十一13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敬重我的职分
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职分。
这样的用法好多地方，有时保罗说你们这犹太人，
有时说你们这些外邦人，这两个都有，
这 个 有
 罗马教会的会众有不少的犹太基督徒，
可能更多 点是外邦人
可能更多一点是外邦人
 保罗说他自己是外邦使徒，是在万民之中叫人
信主的真道 要让人认识神的救恩 得听神的福音
信主的真道，要让人认识神的救恩、得听神的福音
不管罗马教会犹太人多、还是外邦人多，
都不会影响保罗所要传讲的福音真理 福音内容 –
都不会影响保罗所要传讲的福音真理、福音内容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犹太人如此、外邦人也如此，都需要神的救恩，
犹太人如此 外邦人也如此，都需要神的救恩，
神让我们因信称义，因圣灵的工作成圣，
因着神的旨意、我们都得荣耀，像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
神的福音要临到万民、要临到众人！

罗马教会的成员是哪些人呢？
根据罗马书 很多经文
根据罗马书，很多经文
提到犹太人、也提到外邦人。
 罗马教会是外邦世界、罗马帝国的首都，
罗马教会是外邦世界 罗马帝国的首都
可是有很多犹太人居住在罗马
 当时被庞贝掳到罗马，以后定居、
当时被庞贝掳到罗马 以后定居、
是比较中下层的居民，大半在台伯河西岸。
天主教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
就是盖在台伯河西岸那一带，
彼得后来埋葬在那里
到底什么人？
二17 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
四1-2 如此说来，
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甚么呢？
当时会众中，有人以亚伯拉罕的子孙来自夸。

不过因为他们之间有某些背景、思想、观念的不同，
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综合起来论 举
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综合起来论，举一、两个例子…
两个例子
犹太人从小遵守律法，认为
 靠律法可以得到神的悦纳、靠律法来称义的
靠律法
得到神的悦纳 靠律法来称 的
 所期盼的就是怎么来继承律法所达成的目标
但是保罗告诉所有的人 真正律法的目标是什么
但是保罗告诉所有的人：真正律法的目标是什么、
因律法得到神悦纳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都是因信称义，
其实都是因信称义
 告诉外邦人没有律法不要紧，神给人良心，
良心的功能就好像律法的功能
 犹太人有律法知道神的要求，
外邦人没有条文的律法、神却把良 放在每 个人里面，
外邦人没有条文的律法、神却把良心放在每一个人里面，
也知道神道德上的要求
不管有律法、没有律法，都需要称义，不是靠行律法，
乃是靠信神的救法、神所赏赐的恩典就是福音。

保罗论证的过程就告诉犹太人，有律法不错，
 亚伯拉罕还没有得到律法，
亚伯拉罕还没有得到律法
但是上帝称他为义是因着信
 大卫生在律法之后，犯的罪很严重，
大卫生在律法之后 犯的罪很严重
以后悔改认罪、求神的赦免，上帝赦免他，
大卫有律法 不是靠行律法称义 乃是因信称义
大卫有律法，不是靠行律法称义、乃是因信称义
都是靠上帝恩典 –
 犹太人没有一个能把上帝的律法行得完全
 外邦人没有一个能凭良心真正达到上帝的标准
律法 良心的功能 只是让我们知道
律法、良心的功能，只是让我们知道
神的要求、神的存在、神的伟大，
没有 个人能达到神的要求。
没有一个人能达到神的要求。
不是靠行为称义，唯有信靠神的救法 –
信靠神所差来的救世主祂的儿子耶稣基督，
这是福音！

罗马书 第九章 注重上帝的主权、上帝统管一切，
第十章 强调人的责任，凡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
强调人的责任 凡是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凡求告主名就必得救！
犹太人不肯认自己的罪、不肯认耶稣为主、不肯求告主的拯救，
犹太人不肯认自己的罪
不肯认耶稣为主 不肯求告主的拯救
他们就守律法，守来守去达不到上帝的标准，
不肯因着信来接受上帝的救恩 保罗说：
不肯因着信来接受上帝的救恩，保罗说：
 他们是失去上帝救恩、不是上帝拣选的；
唯有那些真正用信心来信靠神、
唯有那些真正用信心来信靠神
信靠神的救法，才是上帝拣选的
 保罗就是其中之
保罗就是其中之一，过去靠行律法，恩典就没有临到我，
，过去靠行律法，恩典就没有临到我，
当依靠上帝恩典，真正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
，
帝
他得到改变，是上帝拣选里面的一分子
罗马书强调因信称义、强调神的拣选，
神 我们今天自己也要负上信靠耶稣，
神让我们今天自己也要负上信靠耶稣，
真正悔改、求告主、信主得救的责任。

犹太人自认为是神的选民，
上帝拣选 特别恩待他们 是与众不同的
上帝拣选、特别恩待他们，是与众不同的。
保罗就思想这个问题，
才写了罗马书九 十、十一章，
才写了罗马书九、
十 十 章
深入讨论罗马书难题之一–
上帝的拣选 主权 预定 预知这些问题
上帝的拣选、主权、预定、预知这些问题，
这是犹太人自引为傲的问题，认为外邦人不如犹太人。
保罗提出很多论证：上帝的主权是没有错的
保罗提出很多论证：上帝的主权是没有错的，
 既然是上帝、既然是创造、一定统管万有，
祂 定有祂的主权在 切事上面
祂一定有祂的主权在一切事上面
 但上帝没有让人免去应有的责任，
帝不是要负 犯罪、悖逆祂的责任
上帝不是要负人犯罪、悖逆祂的责任
人有责任要背负自己的罪过，
悖逆上帝、远离上帝、不照上帝的意思，
会面临上帝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