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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第十二课 保罗述职保罗述职第十二课第十二课 保罗述职保罗述职
罗马书十五14-十六罗马 十 十六

罗马书的结语，保罗谈论自己的服事

面对从未见过面的罗马信徒，谈论

自己的近况自己的近况

未来的服事

问安

‧近况和未来计划‧结束问安‧慎防不良份子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五14 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

能彼此劝戒。15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 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 特能彼此劝戒。15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

因神所给我的恩典，16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作神福音的

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17 所以论

到神的事 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18 除了基督藉我做的那些事，

我甚么都不敢提，只提他藉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

能力，使外邦人顺服；19 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哩古，到处；

传了基督的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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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

要看见；未曾听过的 将要明白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

‧近况和未来计划‧结束问安‧慎防不良份子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22 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23 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

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

们那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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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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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这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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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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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

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29 我也晓得去的时

候，必带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去。30 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

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神 31 叫我脱离在犹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 同竭力，为我祈求神，31 叫我脱离在犹

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悦纳，32 并叫我

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33 愿赐平安

的神常 你 阿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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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近况和未来计划 十五14-33

表明奉召传福音给外邦人表明奉召传福音给外邦人，
将众教会的捐项送到耶路撒冷，

要转往西班牙传福音 并遂多年的 愿 拜访罗马教会要转往西班牙传福音，并遂多年的心愿，拜访罗马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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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近况和未来计划 十五14-33

使我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的仆役。十五16

我立了志向，

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十五20

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十五28

对没有见过面的基督徒，吐露心中的异象，

邀请罗马的信徒参与福音计划 同有份邀请罗马的信徒参与福音计划、一同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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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的近况和未来计划 十五14-33

除了基督藉我作的那些事，

我甚么都不敢提 十五18我甚么都不敢提。十五18

所以论到神的事，

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 。十五17

神以神的工作为荣耀，

不但不是罪，反而是值得景仰的。

保罗的谦逊和靠主的雄心壮志是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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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确定自己引以为傲的事

是出于自私还是出于神 扪心自问是出于自私还是出于神，扪心自问：

上帝透过我所做的事，我引以为荣

上帝透过别人所成就的事，

我是否同样引以为荣？我是否同样引以为荣？

愈来愈不会出于自私的夸口

有困惑的时候，常常归荣耀予神
众圣徒在主里同为一体众圣徒在主里同为 体，

在圣灵里、为别人所完成的工作献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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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一直有意到他们那里去，但都受到拦阻

曾去过马其顿和亚该亚曾去过马其顿和亚该亚，

为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收集了一笔款项

外地的犹太人
回到耶路撒冷、归信耶稣

耶路撒冷信徒曾经

供应这些外地的信徒

耶路撒冷教会遭逼迫、

信徒四散，福音带回罗马

普天下的教会将爱心、帮补，

送回耶路撒冷教会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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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 十五23

指在哥林多城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指在哥林多城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

罗马书很可能就是在哥林多写成的。参徒廿3

哥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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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最后到达罗马的时候，竟然是一个阶下囚 参徒廿八

教会的传统
都说保罗曾经一度获释，都说保罗曾经 度获释，

就是趁那个机会去西班牙传福音

这次旅程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中这次旅程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中

保罗第二次下监时被杀。

神的福音并没有被捆锁

‧近况和未来计划‧结束问安‧慎防不良份子

西班牙是当时世界文明的最西端。
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具有影响力的领袖有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具有影响力的领袖，

他们都是罗马人所熟悉的。

保罗想借着这种气氛保罗想借着这种气氛

使基督教的信仰更快速地传开。

罗马政府所带来安定的环境罗马政府所带来安定的环境、

便捷的交通、一致的语言
希腊文化丰富根基的希腊文化、哲学思想

人会寻求「未识之神」

保罗迫切的要将耶稣基督介绍给当时的世界、认识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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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
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 为我祈求神 十五30劝你们与我 同竭力，为我祈求神。 十五30

我们常把祷告视为得安慰、得东西的过程，
但是保罗要求信徒借着祷告

跟他一起竭力争战。

祷告是信徒的一件重要兵器，

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当我们为别人代祷的时候，

也是跟他一起在属灵争战中有份。

这群与保罗未曾谋面的罗马信徒这群与保罗未曾谋面的罗马信徒
借着祷告，形同他的属灵同伴。

‧近况和未来计划‧结束问安 ‧慎防不良份子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六1 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非比，她是坚革哩教会中的女执事。2 请你们为主

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

许多人 也帮助了我 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也许多人，也帮助了我。3 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4 也

为我的命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

5 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

的果子。6 又问马利亚安；她为你们多受劳苦。7 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

尼古和犹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8 又问我在主

里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 9 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耳巴奴 并我所亲爱的士大里面所亲爱的暗伯利安。9 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耳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

古安。10 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11 又问我

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数家在主里的人安。12 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氏和土富撒

氏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彼息氏安。13 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孚和他母亲安；

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14 又问亚逊其土、弗勒干、黑米、八罗巴、黑马，并与

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15 又问非罗罗古和犹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他们在 处的弟兄们安。15 又问非罗罗古和犹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16 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

问你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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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每卷书的结尾语，都会有结束问安

对自己所熟悉的教会一向避免个人的问安，

免得顾此失彼免得顾此失彼。

罗马书的结尾一反常态，提到非常多的人名
保罗非常关注还没去过的罗马教会
有许多在外地传教时的友人、同工有许多在外地传教时的友人、同工

负有福音使命、在罗马教会成为同工

问安中表达丰富的情谊问安中表达丰富的情谊

‧近况和未来计划‧结束问安 ‧慎防不良份子

人名当中，包含罗马人、希腊人、犹太人，

罗马教会像是民族熔炉，

有外邦人、犹太人、有外邦人、犹太人、

男人、女人、为奴的、

有名望的、不见经传的有名望的、不见经传的

教会包括了各个阶层的人，

超越文化 社会及经济的界限

教会组成份 多 化 齐 敬拜神

超越文化、社会及经济的界限。

教会组成份子多元化、齐聚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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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基督徒的活动范围是很广的，

保罗从未到过罗马保罗从未到过罗马，

但在旅途中的不同场合和地点，

已经接触到了很多罗马的信徒已经接触到了很多罗马的信徒。

保罗愿意把仰望、计划、心志
与教会群体分享，

书信除了表达教义上的劝勉，

基督

也传递牧者之间的情谊

基督的爱愈分享愈丰富

‧近况和未来计划 ‧结束问安‧慎防不良份子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17 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18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的主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18 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的主基

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19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我愿意你们

在善上聪明 在恶上愚拙 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20 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

们脚下。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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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

背乎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十六17

保罗关心罗马信徒，

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 十六17

直接告诉他们，要防备假师傅，

因为他在传道旅程中因为他在传道旅程中

接触过这些教会内的不良分子、

受了不少的苦受了不少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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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列出这些人的特征︰十六17-18

离间信徒、挑启争端、制造纷争
绊倒信徒 灌输假教训绊倒信徒，灌输假教训，

叫他们离开真道

他们不是基督的仆人他们不是基督的仆人，

而是为私利的骗子

他们自命博学多闻他们自命博学多闻，

花言巧语欺骗教会内的老实人，

以跑江湖之姿态在教 内活以跑江湖之姿态在教会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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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异端邪教非常活跃，

他们以创新的手法来妆饰自己他们以创新的手法来妆饰自己
吸引无知者加入他们的邪教异端

败坏 的信仰与败坏人的信仰与德行

‧近况和未来计划 ‧结束问安‧慎防不良份子

顺

应付应付异端邪教：

你们的顺服已经传于众人，
所以我为你们欢喜；

善但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
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但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和你们同在！ 十六19-20

应对不良不良份子份子的方法：
要在善事上有智慧 认出他们的错谬来要在善事上有智慧，认出他们的错谬来

确认主再来的信息，打败撒但，击溃其阴险的伎俩

‧近况和未来计划‧结束问安 ‧慎防不良份子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六21 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所西巴德，问你们安。

22 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23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22 我这代笔写信的德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23 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

该犹问你们安。24 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括土问你们安。25 惟有神能

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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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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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身边的信徒向罗马信徒问安

正如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生活中心

罗马也是当时世界政治、宗教、

文化以及经济的中心。

有非常多的同工参与罗马教会的建造有非常多的同工参与罗马教会的建造，

接触到很多建立教会的资源

也会有异端邪说 不良份子渗入教会也会有异端邪说、不良份子渗入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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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颂荣，结束罗马书。

保罗感到兴奋！

神的奥秘，

也就是神对外邦人的拯救计划，

能够显露出来而且被世人知道

所有关于救恩的预言都应验了

耶稣的福音传了出去

祷告祷告祷告祷告
许多的信徒领受了福音真理的奥秘许多的信徒领受了福音真理的奥秘，

福音就是你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感谢你差遣忠心服事的仆人 服事那个世代；感谢你差遣忠心服事的仆人、服事那个世代；

我们也有这样的心志服事现在的世代，

让我们的心常常被恩感来歌颂你让我们的心常常被恩感来歌颂你，

在你的恩典中，传扬福音、高举你的道。

帮助我们在善事上有智慧帮助我们在善事上有智慧，

学习护守真道的奥密、防备福音真理被曲解

引导我们成为一个行道、传道、荣耀你的人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click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保罗计画到当时的「地极」何处去传福音？

如何慎防不良分子？

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思想

保罗计画到当时的「地极」何处去传福音？

西班牙西班牙

如何慎防不良分子？

在善事上有智慧，认出他们的错谬在善事上有智慧，认出他们的错谬

确认主再来的信息，打败、击溃撒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