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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十二月份教會統一查經 

經文﹕羅馬書第十六章全章。   

主題﹕羅馬書的結尾問安和最後的勉勵。  

查經目標﹕稍窺第一世紀基督教會情況，從保羅對羅馬教會的愛心和教導暸解中、彼此勉勵。 

建議程序﹕ 

一、 唱詩敬拜﹕                                                                    （二十分鐘）                                    

二、 禱告                                                                            （二分鐘） 

三、 破冰﹕以善勝惡容易，還是以惡報惡容易？聖經的教導是什麼？請看羅馬書最後一章的教導 （一分鐘）                                                                                            

四、 讀經                                                                            （一分鐘） 

五、 本章宜從第一世紀教會背景作手，逐段查經。並使用事先設計的問題，引起討論，帶動分享，以明白經

文的真意，帶來心意的更新，激發生命的轉變。                                    （五十分鐘）  

                        

本章特點﹕一般書信的結尾都有問安和少許的勉勵，羅馬書第十六有兩大特點﹕ 

1. 問安人數和家庭教會特別多、共達 28 人。 

2. 加入兩段—教導和讚美。v.17-21; v.25-27 

 

分段主題﹕ 

 第一段 v.1-16﹕向羅馬教會諸聖徒問安。 

 第二段 v.17-21﹕遠避假教師。 

 第三段 v.22-24﹕在哥林多的同工代筆問安。 

 第四段 v.25-27﹕讚美和祝禱。 

 

研經筆記要點 參考問題 

第一段 v.1-16 向羅馬教會諸聖徒問安。 

v.1,2 非比 

 保羅舉薦非比、向羅馬教會的書信很可能是由她帶去。 

 非比是堅革哩教會的女職事。堅革哩市是港口離哥林多九里。 

 是要求合乎聖徒體統地接代她。 

 因她素來幫助人、也幫助過保羅。 

v.3-5a 百基拉和亞居拉 

 使徒 18:2-4﹕來自羅馬、在哥林多市與保羅同工同住、織帳蓬為

業。 

請從第一段 v.1-16 的經文﹕試了解

羅馬教會並諸聖徒的一些特點。 

 非比 v.1,2 

 

 

 

 

 百基拉和亞居拉 v.3-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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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 18:24-26﹕在以弗所協助過亞波羅。 

 哥林多前書 16:19﹕保羅在信中提筆問候他們、並問候其家中教

會。 

 為保羅冒生命危險一事、聖經中除此外無特別記載。 

v.5b  以拜尼土—聖經中除此處外無特別記載。 

v.6  瑪利亞 

 瑪利亞是一個極普通的名子`聖經中有多人名瑪利亞。此處應

非福音書中的瑪利亞。 

v.7  安東尼古和猶利亞 

 猶利亞應當是女人名。 

 是「使徒」、但非主耶穌十二門徒。應為有名聲、受尊敬的基

督徒。 

v.8  安伯利—聖經中除此外無特別記載。 

v.9  耳巴奴和士大古—聖經中除此處外無特別記載。 

v.10  亞比利和亞利多布家里的人—聖經中除此處外無特別記載。 

 亞比利經過考驗、可能是亞比利受到逼迫或為官府所抓過。 

v.11  希羅天和那其數家中信主者—聖經中除此處外無特別記載。 

v.12  土非那氏和土富撒氏，彼息氏 

 土非那氏和土富撒氏 Tryphena and Tryphosa 可能是姐妹、因

來自同一字根。 

 彼息氏也是一個姐妹。教會初期婦女已多為主辛勞。 

v.13  魯浮和他的母親 

 馬可 15:21 言魯浮是西門之子，西門是替主背十架者。但也很

可能是另一個魯浮。 

 保羅極尊敬他的母親、也許保羅見過，故稱他母親是我母親。 

v.14  亞孫其土、弗勒干、黑米、八羅巴、黑馬 並他們的弟兄—聖經

中除此處外無特別記載。 

V.15  非羅羅古和猶利亞、尼利亞和他姐妹、同阿林巴與他們眾聖

徒—聖經中除此處外無特別記載。 

 

 

 

 

 以拜尼土 v.5b 

 瑪利亞 v.6 

 

 安東尼古和猶利亞 v.7 

 

 

 安伯利 v.8 

 耳巴奴和士大古 v.9 

 亞比利和亞利多布家里的人

v.10 

 

 希羅天和那其數 v.11 

 土非那氏和土富撒氏，彼息

氏 v.12 

 

 

 魯浮和他的母親 v.13 

 

 

 亞孫其土、弗勒干、黑米、

八羅巴、黑馬 並他們的弟

兄 v.14 

 非羅羅古和猶利亞、尼利亞

和他姐妹、同阿林巴與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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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6   你們親嘴問安、務要聖潔。眾教會向你們問安。 

 這是當時書信的標準問安格式。 

 

至少有三個家庭教會、請觀察並自尋答案。 

 

請觀察並自尋答案。 

 

保羅似乎熟知羅馬眾教會與聖徒、如數家珍式的問安說明保羅對他們

並不陌生。與羅馬書第一章所言相印證。 

 羅 1:9,10 言神可見證、保羅常為他們禱告。             

 羅 1:11,12 想去見他們的決心，關心了解他們的教會。願將屬

靈恩賜分與你們。                               

 羅 1:15 願將福音傳與羅馬人。 

眾聖徒。V.15 

 你們親嘴問安、務要聖潔。

V.16 

 

請從這一段的問安中、述說當時羅

馬有幾個家庭教會。 

請從這一段的問安中、述說對當時

羅馬教會的點了解。 

 

請從保羅這一段的對羅馬教會問安

中、述說保羅對羅馬教會的一些心

意。 

 

 

 

第二段 v.17-21﹕遠避假教師。 

假教師的一些特癥﹕ 

v.17a  離間弟兄姐妹的感情、容易導致弟兄姐妹對是非而不清、而甚

至引發弟兄姐妹的分門結黨。 

v.17b  不忠實的教導或不完全的教導、有些地方違背聖經的教導。好

像是一個忠心的教導者，其實在教導中還摻雜一些對自己個人的好

處。這些人的心思是彎曲、是複雜的。 

v.18a  好像是服侍主基督、其實是服侍自己肚腹。目標是存心使自己

多得益處，而不是讓主得完全榮耀。這些人好像是服侍主基督、其實

目的是要服侍自己肚腹。這些人的心思是彎曲、是複雜的。 

v.18b  用不實或過分或花巧的言語來誘惑、誤導教會中老實單純的弟

兄姐妹。為的是得到群眾、掌握群眾、而使自己多得益處，而不是讓

主得完全榮耀。同樣，相信神是順服於真理，而非借者花言巧語使人

好像是相信了。 

參考下面 v.19 的問題，假教師就是一個在惡事上化心思、求聰明，與

第二段 v.17-21﹕遠避假教師。 

v.17,18 請問在教會中假教師、有

那些特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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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教導相反的好列子。可能保羅就是從這一點引出 v.19「在善事

上聰明，在惡事上愚拙。」的教導。 

保羅教導我們對教會中假教師要遠離他、要躲避他。 

其目的是教導我們不要與假教師他們來往、不要與假教師他們爭論、

很可能是這樣做是沒有建樹的、是白費精力的、是容易導致混亂的。 

 

聰明是有智慧、聰明是化心思、聰明是別出心裁、有創造力。保羅勸

勉羅馬教會要在善良、美好的事上有聰明、具有智慧，肯化心思時

間，能別出心裁，多有點子且附有創造力。而要在不善良、不美好、

醜惡的事上，作起事來好像是是笨拙的、是愚笨的、是單純的、是不

會鑽心鬥角的、是不用心的、是不轉彎、是不複雜的、是不翻花樣

的。請問我們做事、在善事上是否運用聰明，在惡事上顯得愚拙？如

果在善事上遇到一點阻撓，我們是否能運用聰明智慧來克服障礙？還

是就此停頓下來?  

請問一般世人做事、是在善事上聰明，還是是在惡事上聰明？他們的

結局又如何？君不見多少複雜的醜惡事，最後還是水落石出。請問你

在處理一般世事上、是在善事上聰明，還是是在惡事上聰明？請思想

並與弟兄姐妹分享你的看法。 

羅 1:21,22 知道神而不榮耀神…他們「自稱為聰明，反成為愚拙。」 

羅 12:17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留心去做。 

羅 12:21  不要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請思想並分享你在這個教導中有沒有這類成功或失敗的經驗。或是如

果在善事上遇到一點阻撓，我是如何設法克服阻撓的一點經驗。 

 

v.17 保羅對教會中假教師這一類

人、有什麼勸導？為什麼做這樣的

勸導？ 

 

v.19 保羅勸勉羅馬教會要「在善事

上聰明，在惡事上愚拙。」怎麼叫

做「在善事上聰明，在惡事上愚

拙。」？對 

 

 

 

 

 

 

 

 

 

 

請思想如何「在善事上聰明，在惡

事上愚拙。」？你有沒有這類成功

或失敗的經驗。 

 

第三段 v.22-24﹕在哥林多的同工代筆問安。 

v.21  提摩太—保羅最親密同工。 

路求—可能是指使 13:1 所言，在安提阿教會的路求。 

耶孫—使 17:6-9 耶孫在帖撒羅尼迦收容保羅，並為此而受苦。 

所西巴德—聖經中除此處外無特別記載。 

v.22  德丟—羅馬書是非常可能是由保羅口述，德丟執筆完成。 

v.23  該猶—可能是指該猶、提多猶士古，使 18:7 保羅來到哥林多，

第三段 v.22-24﹕在哥林多的同工代

筆問安。 

請述說在哥林多的同工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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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他家有一年之久。 林前 1:14，保羅為該猶施洗。 

v.24  以拉都和括土—相信是哥林多教會重要的同工。聖經中除此處外

無特別記載。 

 

 

 

 

 

第四段 v.25-27﹕讚美和祝禱。 

v.25  羅 1:1 保羅自稱是基督耶穌的僕人，特派傳神的福音。 

      羅 1:2 這福因是神從前藉眾先知在聖經上所應許的。 

羅 1:16 福音是神的大能。 

羅 1:17 神的義藉福音而顯明，因信而稱義。 

v.25  唯有神能照 1.) 所傳的福音，2.)所講的基督耶穌，3.) 那永古所

言的奧秘，能堅固信徒的心。不在于「人」而在于「神」。看能人、

靠名人終會跌倒。唯有依靠真神，信徒才能長進。 

v.25,26  奧秘是隱秘，人不知道的事或真理。那永古所言的奧秘，而

今顯明出來就是如以弗所 3:6 所說「這奧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穌

裏，藉者福因，得以同為後祠，同為一體，同蒙應許。」而且按者神

的命令，藉眾先知的書，指示萬國的民，使萬民都信服真道。神不止

是猶太人的神，更是萬國萬民的神。神藉者猶太人真理得以保存，神

因為猶太人的不信，福音得以傳達萬國萬民。 

v.27  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啊們！ 

我們的神是獨一的神，也是全智的神，因此神的救恩計劃是完

美無缺的。藉者耶穌基督的十架寶血，完成救恩。拯救猶太人、也拯

救外邦人，萬國萬民都得以得到拯救。因此我們不得不起來頌讚我們

的神—願榮耀因耶穌基督歸與獨一全智的神，直到永遠。啊們！ 

羅馬書以傳福音起，以頌讚我們神的福音救恩計劃終。羅馬書

實在是一卷傳講福音真理的寶貴書信。 

 

第四段 v.25-27﹕讚美和祝禱。 

V.25 什麼是保羅所傳的福音？ 

 

 

 

v.25 什麼能堅固信徒的心？ 

 

v.25,26 什麼是那永古所說的奧

秘？ 

 

 

 

v.27 什麼是那書信結尾頌讚？ 

 

 

 

 

 

 

六、禱告﹕就我們今日所領受的教導作禱告。並求能實在運用到生活中。最好有多人禱告結束。 （五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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