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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罗马书作者都承认是保罗写的，

但是唯 产生 些讨论的但是唯一产生一些讨论的…

十六22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

按照希腊文更直接的写法 –
我德丢写了这封信、向你们问安…

那到底是德丢写的、还是保罗写的，就产生一些讨论。

初代很多人写东西，都找代笔的，保罗很多都有文书代笔，都 ，

困难他是用什么方法叫德丢写呢？三种方法，

1.听写法：讲一句、记一句，听写法 讲 句、记 句，

记完了、保罗再修改，完全是保罗的含义

2.速记法：一面讲、一面速记，

整理好了、保罗重新审核

3.大意法：老板把秘书找来，几个重点告诉他，

这个秘书就去写一篇文章出来

我们接受前两种、不要接受第三种，

听 法 速技法 保证因为前两种(听写法、速技法)都保证
 罗马书是保罗的含义、保罗讲的，

保罗的想法 德丢写下来保罗的想法、德丢写下来
圣灵是默示、感动保罗，

保守保罗免去错误保守保罗免去错误，

我们才有圣经的权威

第三种(大意法)会有一个危机 –
 变成很多是德丢的想法 变成很多是德丢的想法

德丢，我们就不敢讲有圣经的权威，

是不是圣灵默示他、保守他，是 是圣灵 示 、保守 ，

都不会有偏差、有错误，

我们都不知道了

现在我们要讲保罗引言中间一开始的「问安」。

问安格式 很简单 向 问安按照当时的问安格式其实很简单 –甲向乙问安，

甲就是保罗，向罗马基督徒问安，就完了。

但是保罗是谁 他自我介绍但是保罗是谁，他自我介绍：

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奉召作使徒、
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 其实停在这边就好了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其实停在这边就好了

他一想到福音、灵感就来了，福音是什么呢？

这福音是神从前藉圣经上所应许的这福音是神从前藉圣经上所应许的，
是藉众先知所讲、所预言的

一讲就想到讲什么？预言的是我主耶稣基督 讲就想到讲什么？预言的是我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谁？按肉体说，大卫的后裔，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善 灵 ，

就变成问安里面一种扩充的讲解、发挥，

所以这一段问安本来很简单，所 这 段问安本来很简单，

结果讲了七节。



保罗是谁？保罗自己讲：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按希腊文 仆人就是奴仆 奴隶的意思 是很卑微的按希腊文，仆人就是奴仆、奴隶的意思，是很卑微的，

在罗马帝国好像主人所属的物品一样，可以买卖的

 在保罗心中「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尊荣还是卑微呢？ 在保罗心中「耶稣基督的仆人」是尊荣还是卑微呢？

答案是很尊荣的，为什么？

因为不但要从希腊文来看奴仆这个字因为不但要从希腊文来看奴仆这个字，

还要从希伯来人、犹太人的文化、

旧约的思想背景来了解…旧约的思想背景来了解

旧约「神的仆人」是非常高贵、尊荣的头衔，

摩西、约书亚、大卫、众先知…，摩西、约书亚、大卫、众先知…，

上帝大大使用的，都被称为「神的仆人」。

所以当保罗自己用「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当保罗自己用「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相信他思想里面

这是很尊贵的、这是非常荣耀的，这是很尊贵的、这是非常荣耀的，

不是仅仅很卑微的一个角色而已。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 –
保罗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甘愿作众人的仆人保罗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甘愿作众人的仆人，

他认为自己是很不配、是蒙神的恩典，

就很谦卑地去服事人就很谦卑地去服事人。

像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永生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却替门徒洗脚道成肉身却替门徒洗脚。

洗脚就是奴隶的工作，

古时候穿草鞋 脚都很脏古时候穿草鞋、脚都很脏，

所以进门一定要由奴隶们先洗脚

 主耶稣作奴仆，尊贵的身分做卑微的工作 主耶稣作奴仆，尊贵的身分做卑微的工作

保罗想到耶和华的仆人，

他是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

 知道这是极其尊贵、荣耀的

 却甘愿作了众人的奴仆，却甘愿作了众 的 仆，

很谦卑地要去服事人

一1b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 为神所爱 奉召作圣徒的众人一7a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作圣徒的众人。

神的呼召临到我们，

救恩的呼召 神预先所定下的人 就召他们来1.救恩的呼召，神预先所定下的人、就召他们来，

 神把我们从罪恶里、从撒但权下呼召出来

借着福音 圣灵感动 就呼召我们来归向他 借着福音、圣灵感动，就呼召我们来归向他

2.神有呼召临到基督徒，

有的做这样的事工 有的做那样的事工有的做这样的事工、有的做那样的事工，

在不同角色、一同配搭事奉主

保罗是蒙神救恩的呼召之外 又蒙神呼召作使徒保罗是蒙神救恩的呼召之外，又蒙神呼召作使徒，

使徒就是特别奉差遣、神特别授权，

代表神来传讲神的福音 建立神的教会代表神来传讲神的福音、建立神的教会。

所以保罗说：他是奉召作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

特特地分别出来，为了专心传神的福音

这一点对于保罗很有意义…

保 法利赛人保罗过去特派作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是严谨研究律法、传讲律法、

自己也严谨地遵行律法 是被尊重的自己也严谨地遵行律法，是被尊重的

在主耶稣、保罗的时代大约只有六千人，

是社会的知识分子 老师 导师 教导人的是社会的知识分子、老师、导师、教导人的

保罗受严谨的法利赛人教育，

在 有名的法利赛学院接受拉比迦玛列的教导在 有名的法利赛学院接受拉比迦玛列的教导，

成为很年轻有为的拉比，

本来特派 分别出来为了律法本来特派、分别出来为了律法，

传讲律法、叫人守律法

但当他在大马色遇见了主耶稣但当他在大马色遇见了主耶稣，

耶稣完全改变他，他说：

「我现在是被特特分别出来，「我现在是被特特分别出来，
是要传讲神的福音。」



当他一想到神的福音，很兴奋、马上就说：

这福音是神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福音是神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福音是讲论主耶稣基督，在旧约老早就预言、应许了…
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降生，赛七14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主耶稣要生在伯利恒 弥五2主耶稣要生在伯利恒，弥五2

伯利恒的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将来必有 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

这节圣经，后来引导几个博士到伯利恒去朝拜耶稣

预言耶稣基督降生、有先知为他开路，赛四十3预言耶稣基督降生、有先知为他开路，赛四十3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
就是讲到施洗约翰洗 翰

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事工，赛六一1-2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特别预言主耶稣要受难，赛五三

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

耶和华定意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耶和华定意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

以他为赎罪祭，众人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连主耶稣复活 升天 要再来连主耶稣复活、升天、要再来，

都在旧约有明显的预言 –
诗十六10主耶稣复活诗十六10主耶稣复活
诗一一○1主耶稣升天
但七13人子驾云要降临但七13人子驾云要降临

这些都是旧约里的预言。

这福音是

神一直在计划、一直在预备，
赏 界要赏赐给世界上的世人。

耶稣来了，保罗走遍各地传讲福音，

希望万民都能够信服真道希望万民都能够信服真道…

一5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
在 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希腊文的意义：

在万国之中叫人为耶稣的名，信而顺服；

或者，因耶稣的名，信心的里面带着顺服。

十六26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
藉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

就是信而顺服耶稣。

所以保罗走遍各地所以保罗走遍各地，

传神爱世人、差遣他儿子耶稣作了挽回祭，

替我们罪而死在十字架，替我们罪而死在十字架，

我们要信耶稣、又要顺服于耶稣、跟随耶稣。

一3-4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
按肉体说 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强调耶稣在地上这个阶段他是肉身，

做木匠的工作 过一个像人一样 很卑微的一生做木匠的工作，过 个像人 样、很卑微的 生。

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圣善的灵就是圣灵：圣善的灵就是圣灵：

 主耶稣死里复活升天，在圣灵中回到父的右边

 在五旬节赐下圣灵、带来神国的临到，在 旬节赐下圣灵、带来神国的临到，

人就悔改认罪、信靠主耶稣基督，

耶稣是大能的神子、荣耀统管万有

腓二6-11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叫 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肉体，希腊文sarx、英文flesh，罗马书有六种不同的用法…

肉体1. 一3b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
指人肉身后裔的关系，没有不好的含意

2 外面肉身的割礼 也不是真割礼2. 二28b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
指人身体上的某些组织，身体的一部分

3 三20 凡有血气的 没有 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3. 三20a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
凡肉体或凡有血气的，指所有的人类

4 六19a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4. 六19a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
指人性的软弱，人很喜欢做一些好的事情，

但是人性的软弱我们做不出来但是人性的软弱我们做不出来

5. 八3b神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
作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体 案

指主耶稣基督人性中的身体，在十字架上，

他的身体、人的存在，被我们罪的缘故定了罪案。

也没有负面、不好的含意

6. 第七章讲到很多「肉体」…
我是属乎肉体的 是已经卖给罪了14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

18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 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05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
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这是特别有负面的含意 把肉体代表成 种这是特别有负面的含意，把肉体代表成一种

 会犯罪、会行恶、把许多不该做的会做出来

罪的力量辖制了我们罪的力量辖制了我们，

堕落的人有罪的权势、罪的律捆绑下产生的表现，

加拉太书 讲得更清楚：加拉太书 讲得更清楚：

肉体的事显而易见，那就是
嫉妒、纷争、恼恨、污秽、贪婪、虚假…嫉妒、纷争、恼恨、污秽、贪婪、虚假…

这些罪恶权势所捆绑的情况。

这一种用法在 七 八章 特别明显这 种用法在 七、八章 特别明显，

以后会更详细说明。

一7b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与你们！

是把主耶稣与父神并列，

圣父、圣子一同赏赐美好的恩惠、平安给我们。

恩惠平安，是综合了希腊人、希伯来人的问安，

希伯来的问安，一向就是平安 shalom
希腊人的问安是「喜乐临到你」，

喜乐、恩惠，在希腊文发音很像的，

因为保罗是讲福音，就很有智慧的

把希腊人「喜乐归与你」改成了「恩惠归与你」

所以保罗就总和了犹太人 希腊人的问安所以保罗就总和了犹太人、希腊人的问安，

就是平安喜乐，但是喜乐改成了恩惠。

福 神 福保罗是福音的使者、特派传神的福音，

神的福音是神的恩惠，

恩惠归与所有信主 蒙恩得救的人恩惠归与所有信主、蒙恩得救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