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文	  
3:9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么．决不是的．因我
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 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 3:11	  没
有明白的、没有寻求　神的． 3:12	  都是偏离正路、一
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3:13	  他们
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
虺蛇的毒气． 3:14	  满口是咒骂苦毒． 3:15	  杀人流血
他们的脚飞跑． 3: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
事． 3:17	  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3:18	  他们眼中
不怕　神。』	  3:19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
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　
神审判之下． 3: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
法、能在　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背誦經文	  

3:20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
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称义.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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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9/13：	  1:1	  －	  1:18	  福音與神的義	  
2) 	  09/20：1:19	  －1:32	  人的罪與神的憤怒	  
3) 	  09/27：	  2:1	  －	  2:16	  人的罪與神的審判	  
4) 	  10/11：2:17	  －	  3:8	  	  猶太人的失敗與神的託付	  
5) 	  10/18：	  	  3:9	  －	  3:20	  世人的罪和知罪	  
	  



羅1:18	  －3:8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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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邦人：1:18 － 1:32
    與神隔絕：v21-25

-  不把神當神, 不敬畏祂, 不感谢祂, 不归荣耀与祂
-  制造并敬拜偶像
-  v24: 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

    與人隔絕：v26-32
-  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
-  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

2）論斷人，剛硬不悔改，藐視神恩典：2:1-16
3）猶太人：2:17 － 3:8



羅馬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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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
好塞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　神审判之下． 



罪惡之下（power	  of	  sin）	  
3:9	  这却怎么
样呢．我们比
他们强么．决
不是的．因我
们已经证明、
犹太人和希利
尼人都在罪恶
之下． 	  

Oct.	  17,	  2015 



世人的光景	  
3:10	  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3:11	  没有明白的、
没有寻求　神的．3:12	  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3:13	  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
嘴唇里有虺蛇的毒气．3:14	  满口是咒骂苦毒．3:15	  杀人流血他们的脚
飞跑．3:16	  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3:17	  平安的路、他们未
曾知道．3:18	  他们眼中不怕　神。』	  
羅3:10：傳7:20	  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 	  
羅3:11-‐12：詩14:1-‐3: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
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　
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 
羅3:13：詩5:9	  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
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詩140:3	  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虺
蛇的毒气。	  
羅3:14：詩10:7	  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	  
羅3:15-‐17：賽59:7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
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59:8	  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行的事、没有公平。
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	  
羅3:18：詩36:1	  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　神。	  



人心裡說：	  
詩 14:1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	  
	  

詩 10:4	  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
所想的、都以为没有　神。（no	  room	  for	  God）	  

	  

詩 10:11	  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	  
	  

詩 36:1	  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　神。	  

1）不虔不義：不認 神為主／王	  
2）深度：墮落的思想／言語／行為	  
3）廣度：普世的人 

It	  (total	  depravity)	  signifies	  a	  corrupIon	  of	  our	  moral	  and	  spiritual	  nature	  that	  
is	  total	  not	  in	  degree	  (for	  no	  one	  is	  as	  bad	  as	  he	  or	  she	  might	  be)	  but	  in	  extent.	  
It	  declares	  that	  no	  part	  of	  us	  is	  untouched	  by	  sin,	  and	  therefore	  no	  acIon	  of	  
ours	  is	  as	  good	  as	  it	  should	  be,	  and	  consequently	  nothing	  in	  us	  or	  about	  us	  
ever	  appears	  meritorious	  in	  God's	  eyes.	  (J.	  I.	  Parker,	  Concise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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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的功用	  

消極功用：	  
1）閉口	  
2）伏下	  
3）認罪	  

積極功用：	  
1）認識神和祂的道德本性	  
2）使人嚮往，等候神的救恩	  
3）把人帶到基督面前	  

3:19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
住各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　神审判之下．3:20	  所以凡
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　神面前称义．因为律
法本是叫人知罪。 

加 3:22	  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
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 3:23	  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
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
明出来。 3:24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
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  



我們當如何做？ 

A） 世界觀的重建	  

實踐：（小組討論）	  

詩 14:1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　神。	  
詩 10:4	  恶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

想的、都以为没有　神。（no	  room	  for	  God）	  
詩 10:11	  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	  
詩 36:1	  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　神。	  
1）神很遠；	  
2）沒有	  room（時間／精力／金錢） 給神；	  
3）“不怕神”：神必不追究，關係不大；	  
4）“不怕神”：慢慢來，以後再說；	  
5）“不怕神”：厭倦讀經，禱告，聚會，交通，傳福音，

服務他人，世界觀的改變；	  



我們當如何做？（2） 

A） 世界觀的重建（2）	  

實踐：（小組討論）	  

1	  John	  2:4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
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2:5	  凡遵守主道的、爱　神的
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
2:6	  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  

“In	  every	  acIon	  we	  take,	  we	  are	  doing	  one	  of	  the	  two	  
things:	  we	  are	  either	  helping	  to	  create	  a	  hell	  on	  earth	  
or	  helping	  to	  bring	  down	  a	  foretaste	  of	  heaven.”	  (How	  
Now	  Shall	  We	  Live,	  by	  Colson	  and	  Pearcey) 



我們當如何做？（3） 

A） 世界觀的重建（3）	  
“But	  this	  emphasis	  on	  a	  personal	  relaIonship	  can	  also	  be	  
evangelicalism’s	  greatest	  weakness	  because	  it	  may	  
prevent	  us	  from	  seeing	  God’s	  plan	  for	  us	  beyond	  
personal	  salvaIon.	  Genuine	  ChrisIanity	  is	  more	  than	  a	  
relaIonship	  with	  Jesus,	  as	  expressed	  in	  personal	  piety,	  
church	  a^endance,	  Bible	  study,	  and	  works	  of	  charity.	  It	  is	  
more	  than	  discipleship,	  more	  than	  believing	  a	  system	  of	  
doctrines	  about	  God.	  Genuine	  ChrisIanity	  is	  a	  way	  of	  
seeing	  and	  comprehending	  ALL	  reality.”	  	  
(How	  Now	  Shall	  We	  Live,	  by	  Colson	  and	  Pearcey) 



我們當如何做？（4） 

B）實踐：分享福音	  
	  
操練：一周中向一位朋友／家

人傳福音，堅持到年底。	  



神的應許	  
59:7	  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
孽．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 59:8	  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所
行的事、没有公平．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凡行此路的、都不
知道平安。  

59:15	  …	  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59:16	  他见无人
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
扶持自己。59:17	  他以公义为铠甲、以拯救为头盔、以报仇为衣
服、以热心为外袍。 59:18	  他必按人的行为施报、恼怒他的敌人、
报复他的仇敌、向众海岛施行报应。 59:19	  如此、人从日落之处、
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
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59:20	  必有一位
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
59:21	  耶和华说、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加给你
的灵、传给你的话、必不离你的口、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
裔的口、从今直到永远．这是耶和华说的。  



回應詩歌： 	  
	  

祢比這一切更美麗	  
	  

小羊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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