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書

黃萬麟 ( Nicholas Wong )

第七課﹕羅馬書十二章
I. 羅馬書的第四個大段落（羅十二至十六章）
A. 因信稱義的人﹕
羅一至四章
羅五至八章
B. 因信稱義的人必得生﹕
C. 因信稱義不抵觸上帝的應許﹕
羅九至十一章
D. 因信稱義的生活實踐﹕
羅十二至十五章

【信】
【望】
【望】
【愛】

II. 基督教倫理的大前提—奉獻的生活（羅十二1-2）
A. 羅十二1﹕順服的生命
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上帝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Therefore, I urge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view of God’s mercy, to offer y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pleasing to God-this is your true and proper
worship.
(NIV)
With eyes wide open to the mercies of God, I beg you, my brothers, as an act of
intelligent worship, to give him y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consecrated to
him and acceptable by him.
(J.B. Phillips translation)







我們把生命奉獻（降服 surrender）給誰呢？
保羅在這裏提到﹕命令 command、動機 motivation、原因 reason
• 命令﹕
• 動機﹕
• 原因﹕
「所以」﹕羅十一36「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
他、直到永遠」
「活祭」﹕living sacrifice（我們的態度和我們對上帝了認識）

B. 羅十二2﹕心意更新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
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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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but be transformed by the renewing
of your mind. Then you will be able to test and approve what God’s will is-his
good, pleasing and perfect will.
(NIV)
Don’t let the world around you squeeze you into its own mould, but let God remake you so that your attitude of mind is changed. Thus you will prove in practice
that the will of God is good, acceptable to him and perfect.
(J.B. Phillips translation)


你知道自己是活在一場屬靈的爭戰中嗎？（D-Day）
• 三個重要問題﹕誰（Who）； 那裏、途徑（Where）；甚麼、對象（What）
• 敵人是誰？
 撒旦（弗六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
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他的目的（約十10上）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
• 敵人攻擊的途徑是甚麼？
 「世界」（cosmo: the world system）
 約壹二15-17
不要愛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愛世界、愛父的心就不在他裡
面了。因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
生的驕傲、都不是從父來的、乃是從世界來的。這世界、和其上
的情慾、都要過去．惟獨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遠常存。
 肉體的情慾﹕the passion “to feel” – this is hedonism
 眼目的情慾﹕the passion “to have” – this is materialism
 今生的驕傲﹕the passion “to be” – this is egotism and self-centeredness
• 敵人攻擊的對象是甚麼？
 舊人（the flesh / old-self / old-man）
 Old sins in a new man?
• 你揀對了戰場來打嗎？ Do you choose the right battle to f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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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靠近耶利哥的時候舉目觀看、不料、有一個人手裡有拔出來
的刀、對面站立．約書亞到他那裡、問他說、你是幫助我們呢、是
幫助我們敵人呢。他回答說、不是的、我來是要作耶和華軍隊的元
帥。約書亞就俯伏在地下拜、說、我主有甚麼話吩咐僕人。耶和華
軍隊的元帥對約書亞說、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的地方
是聖的。約書亞就照著行了。
【書五13-15】




如何心意更新呢？
• 聆聽上帝的話（hear）
羅十17
• 讀上帝的話（read）
啟一3
• 研究上帝的話（study）
提後二15
• 背誦上帝的話（memorize）
詩一一九9，11
• 默想上帝的話（meditate）
書一8
「叫你們察驗何為上帝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是一個應許﹕叫我們可
以在現實生活中經驗到上帝的真實和至善（the best﹕誰的至善？）

C. 羅十二3-8﹕正確的自我認識
 合乎中道﹕「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
的．要照著上帝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身體理論﹕「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
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互相聯絡作肢體、也是如此。」
 分工和盡忠﹕「按我們所得的恩賜、各有不同．或說豫言、就當照著信心的
程度說豫言．或作執事、就當專一執事．或作教導的、就當專一教導．或作
勸化的、就當專一勸化．施捨的、就當誠實．治理的、就當殷勤．憐憫人
的、就當甘心。」
D. 羅十二9-13﹕在愛裏的服侍
 上帝、別人、自己
 羅十二9﹕愛可以虛假嗎？
 羅十二10﹕如何「親熱」？如何「彼此推讓」？
 羅十二11﹕不要讓自己愛的熱忱冷卻
 羅十二12﹕保羅為何提到指望和忍耐呢？
 羅十二13﹕甚麼是「客要一味的款待」？
E. 羅十二14-21﹕以善報惡
 羅十二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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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逼迫人和被逼迫的﹕不要以暴貿暴
• 分擔別人的喜怒哀樂、不是要求別人跟隨我們的喜怒哀樂
• 「倒要俯就卑微的人」是甚麼意思？
• 「不要自以為聰明」﹕是沒有自知之明還是自欺呢？
羅十二17-21
•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是甚麼意思？
•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你能嗎？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可九23】
• 「伸冤在我．我必報應」引自申卅二35
• 羅十二20 引自箴廿五21-22﹕「你的仇敵、若餓了就給他飯喫．若渴了就
給他水喝。因為你這樣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頭上．耶和華也必賞賜
你。」
• 怎樣才是「以善勝惡」呢？

III. 功課
A. 讀羅馬書第十三至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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