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一8-17 是保罗引言中间的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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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 讲保罗要访问罗马，
讲保 要访问 马

到底为什么要去呢？
大概两个主要的原因：
大概两个主要的原因
1. 要造就罗马的信徒，
 让教会得坚固、信徒得安慰
让教会得坚固 信徒得安慰
 把属灵的恩赐分给罗马的基督徒
2. 要传福音给罗马的外邦人，
 罗马很多很多人没有听过神的福音
 他好像欠债的心，
尽力、情愿去传讲主的福音、
希望多结果子

开始播放

他基本的心态是事奉神…
一8-10 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我靠着耶稣基督 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
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 用心灵所事奉的神
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事奉的神，
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
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
祷告
，
，
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
他的基本心态是让神的心得满足，所以他说：
 我是用心灵所事奉的神来为我作见证
 要用心灵事奉神一定常常祷告
也就提醒勉励主内弟兄姐妹，想让神使用
一定好好祷告、切切靠神，
用心灵事奉神、神才能用，
 当神用你的时候，教会才会蒙福
 没信主的人才能得着福音的好处

保罗有几种事奉主重要的心态，除了心灵事奉神，
一14 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

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
保罗是一种欠债的心，
欠债 定是很痛苦的、会让 个人寝食难安，
欠债一定是很痛苦的、会让一个人寝食难安，
 因为这样的心，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
 因为有欠债的心，让保罗能谦卑的去作仆人、服事人
债
，
罗
卑
事
当我们看到亲戚、朋友、邻居、同事、同学，
要有欠他们债的那 种 ，
要有欠他们债的那一种心，
积极去传福音、要救他们，
这种是心里的心态，
 当你真感觉欠了别人，就谦卑的去服事别人
 而且一定把握时机、想尽办法还债第一
这是保罗事奉神、传福音的心态 – 他是「欠债的心」。

有的时候欠债、还债，是不情愿的，
被逼得走投无路 非要还不可 保罗不是这样
被逼得走投无路，非要还不可，保罗不是这样…
一15 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

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
他一面心里迫切、欠债的心着急要还，
他
面
迫切、欠债的 着急要还，
但是还的时候、他是甘心情愿！
 他是不辞艰辛劳苦、任劳而且任怨，
为了传福音一再受苦：
被鞭打五次、被棍子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
情愿为许多没有得到福音的人劳苦
 而且是「尽我的力量」，尽力就是忠心的态度，
中
中文说「尽己之谓忠」，尽了我们所能的
「 己之谓忠
神没有要我们超过我们所能的，
当我们能够如此，神就能用保罗、也能用基督徒。

没有人喜欢讲十字架，
因为十字架是让人感觉羞耻的 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
因为十字架是让人感觉羞耻的、是当时最残酷的刑罚，
被钉上十字架的人，可能要三天受折磨才会断气，
 钉在手掌上、脚踝，都是微血管的地方，
钉在手掌上 脚踝 都是微血管的地方
血慢慢地滴、受尽折磨而死亡
 当时是最大的囚犯、叛国的、强盗的、
当时是最大的囚犯 叛国的 强盗的
杀人的、放火的，才要钉十字架，
罗马公民被保护、不许钉十字架
福音的中心讲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
 当时很多人都以福音为耻、不要谈
 特别在哥林多书信，
罗
十字架、
保罗就明显的把十字架、
跟高言大智作明显对比
这种现象，在希腊社会影响下，
受教育的人都这么看的。

福音是什么呢？
一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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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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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希望每一位基督徒也能知道 – 福音是荣耀的，
当
当你以福音为耻，
音为
就不会大胆、尽力、情愿去宣讲福音。
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呢？
在保罗时代，大家喜欢讲高言大智、希腊哲学，
 从哲学思考中来推演宇宙论、人生观、伦理学
从哲学思考中来推演宇宙论 人生观 伦理学
 当时希腊文化层次、知识分子，
都讲合乎理性 能够推演出大道理的学问
都讲合乎理性、能够推演出大道理的学问

为什么保罗不以福音为耻、而以福音为荣？
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
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人
不但懂得希伯来文化、
犹太人的学说 拉比的思想
犹太人的学说、拉比的思想，
 当时作拉比的人，
除了受希伯来文化教育、
也要受希腊哲学思想的熏陶
 加上保罗是出生在希腊文化的大城 – 大数城，
以后回到大数，默默传道八、九年，
都有很多机会接触、了解希腊文化
他懂希腊哲学，才敢在雅典亚略巴古山头上，
希
– 以彼古罗派、斯多亚学派
跟希腊哲学家
辩论希腊哲学。
重点在保罗很懂希腊哲学、犹太思想的学问，
但这些学问都不能救他。

保罗过去相当凶狠的，打死司提反，
抓基督徒关监牢 用苦刑逼害他们
抓基督徒关监牢、用苦刑逼害他们，
让他们反对耶稣、不信耶稣。
 希腊哲学不能救他、
希腊哲学不能救他
希伯来的律法文化训练也不能救他
 保罗知道这些虽是文化上很不错的东西，
保罗知道这些虽是文化上很不错的东西
 但真正要拯救人一定需要大能
 学问知识缺少了改变人生命的能力，
学问知识缺少了改变 生命的能力，
缺少了拯救罪人变成圣徒的能力
后来保罗认识了耶稣，这样的大能真正改变了保罗 –
罪人中的罪魁、改变成为圣徒中美好的圣徒，
能够到处传讲主的福音。
所以保罗经验说：福音虽然讲的是耶稣和他钉十字架，
却是荣耀的、最 贵的，因为
却是荣耀的、最宝贵的，因为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保罗很希望到罗马去，
把属灵的 个恩赐分给弟兄姐妹 – 是指着
把属灵的一个恩赐分给弟兄姐妹
神在主耶稣基督里拯救人类的这一个福音、
这一个美好的属灵的救恩。
这一个美好的属灵的救恩
为什么用一些、不用一个呢？
因为在一个福音的恩赐里面 有很多项目 像
因为在一个福音的恩赐里面，有很多项目，像：
福音第一步 – 带人因信称义，
第二步 – 让人能够因圣灵而成圣，
让人能够因圣灵而成圣
第三步 – 让人能够活在神旨意中，
得主的荣耀、满有主耶稣基督的模样
这些内容都是福音
「一个恩赐 带来的不同层面」
「一个恩赐、带来的不同层面」，
 所以保罗这里用一些
而
而一个属灵的恩赐
个属灵的恩赐、要分给众圣徒
要分给众圣徒

多数的

单数

一11 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为我
的
你们
把些
的恩赐分给你们

把一些属灵的、单数的恩赐分给你们，
 严格的文法应该是 – 把一个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
 为什么保罗用「把一些属灵的一个恩赐分给你们」…
五15-16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恩赐
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
是由一人而定罪
是由
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
这两节恩赐都是单数的名词 – 一个恩赐，
 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带来的恩赐、拯救人的恩赐
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带来的恩赐 拯救人的恩赐
 就是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救恩，就是福音，
让人罪得赦免 得到新的生命 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让人罪得赦免、得到新的生命、过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这里强调恩赐，不要马上想到很多、不同、各类的恩赐。

神的大能、神的福音讲什么呢？
一17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

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这义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保罗把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提出来了：


知道福音是何等的尊荣、美好，
知道福音是何等的尊荣
美好
为了要把福音传给人，
像欠债一样情愿尽力
像欠债 样情愿尽力，
要把福音传给各地没有听过福音的人



也盼望所有基督徒，有这样
也盼望所有基督徒 有这样 –
热切的心、情愿的心、尽力的心，
到处传讲神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