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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說文研經 example （羅馬書1:1-17）
I.

觀察
A. 英文分析（或將中文聖經經文反覆讀幾遍）
1. 找出放在最左邊的主要句子：主語＋谓词 (動詞)＋宾语 (受詞)
a) v 1, v7：保羅的問安
b) v8-17 保羅極想去拜訪羅馬教會並在那裡傳福音
2.

那些主題的論述篇幅很長：福音

3.
4.

全段所有主要句子的動詞（ 時態，次序）的關聨：現在式出現多次
句首的連接詞連繫句子之間的關係，或字詞之間的關係 （but, so that, in order that , for,
because, and, if )：”
a) for” 出現4次
b) 多使用 “I” （NRSV 主要句子約5次）顯示保羅這段話多在闡述他個人的一些想法。

5.
6.

重複字詞或句子：福音，信，外邦人，義
相似詞／對比詞： 外邦人，希臘人 ／ 聰明人，愚拙人

B. 觀察整理
1. what？ （本段在說什麼？）
a) 主題：問安與福音
b) 簡介本段內容：
(1) 本段可算是羅馬書的引言，包含了作者保羅的自我介紹， 對羅馬教會信徒的問安及探
2.

訪他們的計劃，以及闡述他個人對傳福音的理念及負擔。
why？ （為何論到這主題？）﹣ 從本文找線索，或藉註釋書的背景介紹得知
a) 本段的問安是保羅寫信給羅馬教會的開場白，是保羅寫信的一貫格式。因為保羅尚未拜訪

3.

過羅馬教會，他寫這信向他們介紹自己對福音的信念及傳福音給非猶太人的負擔。
how ？（作者如何論述，闡明他的想法，他的思路是如何發展？）
a) 除了表達期待去探望羅馬教會外，保羅以大量的篇幅談到耶穌的福音是他個人蒙召成為使
徒的關鍵，而向非猶太人傳福音是他當時極大的負擔。他也闡述他所傳的福音是“因信稱
義”的福音，是神以衪的大能預備給所有世人的。
b) 藉英文分析，寫出本段經文大綱（outlines)
(1) 1:1-7 保羅向受者問安
(2)
(3)

II.

1:8-15 保羅論及他探訪羅馬教會的期待
1:16-17 保羅闡述福音是神為世人預備的救恩

解釋
• Q1：v1 保羅提到他的二個身份，“基督的僕人”及“使徒”，這二詞是什麼？[定義性問題]
• A1：
1. 僕人的希臘文原文是指奴隸。一個奴隸在當時是完全屬於一個主人，沒有自己的主權，完全順
服於祂。保羅認定自己是神的奴隸，因為他認識自己的生命是神所造的，完全本於神的。此
外，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耶穌基督用重價買贖來的，所以像一個奴隸一樣完全歸屬於神是理所
當然的。在我們傳統的印象中，奴隸的景況和結局是悲慘的。但是基督徒卻不然，關鍵在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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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誰。我們的主人是滿有恩典和仁慈的主，所以完全歸屬於祂，不但不悲慘，反而有極大的
2.

恩典和賜福。[根據查考註釋書而得的回答]
保羅的另一個身分是使徒(apostle)，原本的意思是使者 (messenger)，傳達信息的人。在初代
教會特指那些直接跟隨過耶穌，而成為傳達真理和福音的人。保羅雖然沒有直接跟隨耶穌，卻
是蒙神恩典直接見到耶穌顯現的人。在初代教會，使徒成為一個特別的身分即直接領受神啟示
的人。在以弗所書提到教會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是指從人的角度，他們是人
領受啟示的媒介，是我們信仰權威和根基，這也成為保羅可以向讀者傳達和詮釋本書信仰的根
源，這裡提到他成為使徒的憑據是因為神的呼召。[根據查考註釋書而得的回答]

• Q2：v2-6 保羅以大量篇幅談到福音，福音是什麼意思？[定義性]
• A2：福音，原文 evangelion，字義是好消息。英文 gospel 意為 God’s Story。它的真正的含義顯示
在v 2-6 保羅的詮釋中。[根據聖經辭典]
• Q3：保羅在v 2-6 如何闡明福音這主題？ [定義性]
• A3：
• 保羅強調這個福音早已應許在舊約的聖經裡了，我們可以從舊約聖經有關基督來到的預言，預
備，和預表清楚的看到。 我們可以從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 (創12，17，21)，對大衛的應許(撒下
7)，和以賽亞的預言(賽40-66) 來作詮釋。
• 其次保羅論到福音的中心是耶穌基督。在這裡福音從一個概念，轉化成為 “人”了。因為從道成肉
身的基督身上體現了福音的內涵。在此提到耶穌的兩重身分和生命：第一是祂是個人。肉體在此
可以解釋為祂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家譜—大衛的後裔，對猶太人而言，是一個真實存在的
根據。第二重的意義，祂是神的兒子。這是從屬靈的角度指出祂是神。“兒子”是一個獨特的詞，
只用於耶穌的身上，指祂是創造萬有的主宰。耶穌為神子最重要的明證是祂的復活。祂的復活向
我們顯明祂的神性，這個復活是來自聖靈的大能。
• 第三個重點探討的是耶穌在福音裡所成就的。首先強調的是福音的目的要帶來人對真道的順服，
這順服是因信靠而產生的，信服 (the obedience of faith) 。因此，福音終極的目的是帶來人對神
降服—神人關係的恢復。 這降服則建立在對神的信靠—信祂是神，倚靠祂的拯救。這信靠是因著
祂的名，祂的名其實蘊涵著祂的救恩—耶穌的名的意思是拯救者的意思，祂要來拯救我們。我們
是因祂的拯救得以信靠祂。此外，我們是因祂的名—認識祂是基督(君王，主宰) 而願意降服於
祂。保羅也在此強調這福音是給萬國的，不是單給以色列人的。
[根據本段經文內容的重整理＋參考聖經其他經文]
• Q4：為何保羅如此仔細的提到福音？[推理性]
• A4： 從上下文推想保羅在此強調提到福音，是為了表達一個承受福音使命的人，是有榮耀的職分
的，他能承擔這個使命，是神的恩典。[從上下文推想]
• Q5：v8 保羅的感謝禱告是“靠著耶穌基督”，是什麼意思？[定義性]
• A5：指我們可以禱告神，不是靠自己的能力或功德，而是完全是因著耶穌的救恩。
• Q6：v8 信德指什麼？為何保羅要因羅馬信徒的信德傳遍天下而感謝神？[定義性＋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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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6：參英文聖經(NRSV)，信德的英文是 “faith”， 信德在此沒有德性的意味，指他們的信心。 保羅
聽到了羅馬教會的信仰的狀態是對神滿有信心，所以保羅為他們感謝神。[參英文聖經]
• Q7：v10 保羅提到他計劃去拜訪羅馬教會卻未能成行，是什麼原因呢？[推理性]
• A7：可能當時的交通不順利不易成行，保羅可能有其他的事務和服事使他做不到， 可能有外在的困
難或阻攔。。。[我的猜想，經文或其他註釋無法查到相關可以回答的資料]
• Q8：v11 屬靈的恩賜是指什麼？ 為何保羅提到他前往羅馬的目的是要帶給他們一些屬靈的恩賜？[定
義性＋推理性]
• A8：屬靈的恩賜基本的意思是神白白給予，不需付代價的禮物。它除是指我們通常所了解用於服事
教會的恩賜 （哥林多前書12章），它也有不同的含義。這裡的意思是指保羅因為想去羅馬分享一些
屬靈的恩賜而不可得，所以寫了本書。因此，根據上下文的推斷，保羅這裡所說的恩賜是指福音的真
理而不是哥林多前書12章所提的服事教會的恩賜。屬靈的恩賜在本段指福音的真理這也比較能用來解
釋保羅想去羅馬的其中一個目的是使彼此的信心同得堅固及安慰（v12)，並在他們當中得些果子，領
人得救的期待(v13-14)。 [傳統對屬靈的恩賜的了解大都是根據指哥林多前書12章，但是，若把那段
的意思放在這段經文似乎不太解釋的通，這時，也要參考註釋書，看看聖經學者更進深的研究]
• Q9：希利尼人，化外人 是指誰？[定義性]
• A9：希利尼人，或希臘人，是指講希臘話的外邦人。化外人是指其他不講希臘話的外邦人。化外人
(barbarian，直譯：野蠻人)，是講希臘話的外邦人用來稱呼那些不能講希臘話的外邦人的稱呼。保羅
在此是用當時社會對一般人區格的通稱來表明他受托付的對象是所有的外邦人。[參考聖經辭典]
• Q10：v14-15 保羅說他欠福音的債是什麼意思？[定義性]
• A10：指他有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好像欠債一樣。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可能來自於這是神所托付給
他的使命 (參v 1)。
• Q11：v16 保羅說他“不以福音為恥”有何含義？他想藉此說明什麼嗎？[含義性]
• A11：這句話表達保羅對福音的信賴感和榮耀感。可能在當時許多人（猶太人和外邦人）對福音持負
面的態度，好像保羅在哥林多前書1章裡提到，有人說十架的道理是愚昧， 面對人對福音和教會持這
樣的態度，保羅宣告他不以福音為恥。另外，從v16 經文本身看到保羅能不以福音為恥是因為他認識
福音是神的救恩，是神大能的救恩，要拯救世人。[從經文本身推想]
• Q12：v17 “神的義”是什麼意思？[定義性]
• A12：“神的義”有幾個不同的意思：1. 神公義的屬性， 2. 神(對人)公義的要求， 3. 神所給予人的義
(或從神而來的義) —神的救恩。在羅馬書中不同的出處可以解釋為以上不同的意思。 在此是指神所
給予人的義—祂的救恩。[查聖經辭典或註釋書]
• Q13：v18 “本於信以致於信”是什麼意思？[定義性]
• A13：指救恩是要透過信支取的。 信是支取救恩的途徑，它不是救恩本身或得到救恩的條件。在此強
調的是這個信是一個持續的態度，從開始到一生的信仰，都要持有信心。[從經文的理解+ 我個人對
這信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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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14： v17 “義人必因信得生” 是什麼意思？[定義性]
• A14：“義人必因信得生” 取自哈巴谷書2：4，這裡的義人不是指道德完美的人，而是指和神有正常的
關係的人。義的本義是指有正常的關係，一個和神有正常關係的人必因為他的信而得以免除神的審
判。[參考其他經文 + 註釋書]
III.

歸納 （這段經文的主要信息是什麼？）
A. 本段經文談到許多有關“福音”的教導，可歸納如下：
1. 福音是源自舊約聖經所應許的，有關基督耶穌的救恩。
2.
3.

福音的中心是耶穌，祂是人，有血肉，有族譜；祂也是神並以復活的大能顯明衪是神。
福音是神的拯救(義)，是以神的大能要拯救普世人，而被拯救的人必須以信心來領受，並以信
心繼續來領受這恩典。蒙神拯救的人是和神有正常關係的人，致終必因他的信而得以免除神的

審判。
B. 保羅對他自己為福音的使者的宣認：

IV.

1.
2.

福音使命是神的托付
他對福音的傳揚有責任感並且盡心盡力

3.

他也以超越世俗之見來看待福音的能力及意義，他不以福為恥

應用－回應從歸納所得信息
A. 我對福音的認識是什麼？
• 我為自己能得著如此的福音，是神在長久以前就預備好的救恩感謝神的恩典！
• 求神賜我信心使我能繼續憑著信心來領受這恩典，繼續與神建立正常和平的關係。
B. 我對自己傳福音的態度是如何？
• 求神幫助我對傳揚衪的福音看為神聖，帶著像保羅一樣的責任感來盡心竭力傳揚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