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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羅馬書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

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歷經約半年的時間，我們仁愛小組聚會完成了羅

馬書小組硏經材料:「脫胎換骨」第一部＜新生

命＞。讓我們深深體會，保羅

在羅馬書中，提供最充分、最

明確的答案 ~ 在基督裏我們可

以經歷神絕對的愛；因著祂能

改變一切的大能，我們可以突

破老舊生命的樣式，在基督裏

完全脱胎換骨，煥然一新 ！  

1. 什麼是神的福音? 

神的福音就是從神來的佳音、喜訊、好消息。在羅

馬書 1:16「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 要救一切相信

的。」,福音就是神的恩典, 它也就是白白的禮物。

福音不是神給你什麼, 福音乃是神把自己送給你, 

當你信了基督, 你就擁有神的一切。保羅形容福音 

 

為神的大能, 乃是藉著主耶穌經過死而復活而產

生的大能, 能使人脫離罪惡的捆梆、今生的憂慮、

世俗的纏累、人生的空虛。 神的福音也讓我們得

到神所賜的永遠、神聖的生命, 這是宇宙最美妙的

生命。 

2. 現在有些人以傳福音為恥的理由有那些? 

  1) 對主的認識不夠: 對主的屬性和本質不夠清           

楚, 譬如主是萬物的創造主, 唯一又活又真的

神。主是滿了慈愛、公義、憐憫、

信實、寬容的神; 主道成肉身來到

世間的目的和使命; 主釘死十字架

為了拯救世人的罪; 主的復活升天

賜人生命…等等。如對主的認識不

夠了解, 就會讓人產生懷疑, 難以

説服人家。 

     2) 對聖經上的真理、啓示、神的話語領悟不

深, 裝備不夠充實, 以致在傳福音事上, 不能暢所

欲言、有條有理, 讓人一知半解或半信半疑。 

     3) 聖靈充滿的禱告, 可以尋求神的祝福、智

慧、力量和應時的幫助, 以剛強我們的靈和信

心, 使傳福音更具功效, 更能放瞻為神説道。 

仁愛小組 羅馬書論壇 

楊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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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對基督信仰的信心不夠堅定, 容易受外人

或週遭環境的影響而動搖信心, 導致影響, 

甚至降低傳福音的熱誠、衝勁和動力。 

 

  5) 個人天性的軟弱、害羞, 不能壯瞻行事, 這

些都是肉体的表現, 必須學習在靈裏剛強、

火熱, 發揮能力, 才能克服肉體的缺憾。 

    

  6) 害怕為福音受苦, 認為傳福音是件苦差事, 

不能與主同死同苦。保羅在羅馬監獄裏, 是

因福音受逼迫, 受肉身之苦, 但他卻不瞻怯

也不害羞, 是我們傳福音的榜樣。 

 

3. 什麼是神的義? 因信稱義又如何解釋? 

       整體來說, 神的義就是指神的本質、屬性、神                  

       行事的法則(詩篇 103:6-7) 與神的律法、條      

       例、原則有關, 是法理的事, 也如同法庭的工   

       作, 就是判斷誰是義、誰不是義; 誰是對、誰是 

      不對。神的救恩乃是憑著神的義作根基(羅馬 1 

       :17) 。在宇宙中只有神是義的、是公正的、永 

      不犯錯的,而世上没有一個義人, 因為人是會犯 

      錯的。(羅馬 3:10) 。神的福音有能力拯救一切 

      相信他的人, 因為神的福音乃是根據神的義。 

     「因信稱義」乃是指一個罪人得拯救,  唯獨出 

      自於神白白的恩典, 藉著主耶穌在十字架受死,   

為我們贖罪, 基督的死已完全履行並滿足神公義

的要求, 我們單單憑著我們的信心信靠主耶穌, 而

不是靠著個人的行為。稱義就是被神判無罪, 神

的義就在所有信他的人身上顯明出來。 

4. 耶穌基督如何改變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因信稱義」乃是改變我們與神之間的關係, 「我

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

和。」(羅馬 5:1)。我們原來都是罪人, 虧欠神的榮

耀, 遠離了神, 或被神離棄, 但因著我們相信神, 藉

著基督的死, 赦免我們的罪, 讓我們能在神面前稱

義, 被神接納, 使我們與神和好, 原來神與人相互為

敵的狀態中, 帶進相互和好的關係。 

5. 為了基督的緣故而受苦, 如何改變我們? 

基督徒和一般人一樣,都會遭遇到各式各樣的苦難, 

但不同的是, 基督徒在苦難中還是可以喜樂。使徒

14:22「我們進入 神的國, 必須經歷許多艱難。」 

所以患難受苦是基督徒的正常經歷, 我們的患難不

是白白受的, 它乃是神恩典的化身, 是要叫我們得

益處。正如羅馬 8:28「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在患難中忍耐, 堅忍毅力去勝

過環境的考驗, 有堅強成熟的品格, 最終產生盼

望。正如羅馬書 5:3-4 説的: 「就是在患難中也是

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 忍耐生老練. 

老練生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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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吳瑞莉 姊妹 

6. 一個人為什麼很難感覺到自己是個榮耀的得

勝者? 

大部分人都很難滿足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人活在 

世上無非是追求人生最完美的目標, 例如名利、 

財富、智慧、學問…等等, 但無論人怎麽努力, 或 

得到多大的成就, 而那種榮耀只是物質的、短暫 

的、如過雨雲煙, 永遠是無法滿足的。真正的榮耀 

乃是從神而來, 是神在人的生命中所彰顯的榮耀,  

就是要改變人的生命, 最終能活出神兒子的形象,   

活基督、彰顯基督。所羅門王擁有最高的地位、 

權勢、智慧、財富、尊榮, 享盡一切榮華富貴, 但 

他卻不滿足的說 : 「我見日光之下所作的一切 

事, 都是虛空, 都是捕風。」(傳道 1:14) 。沒有神 

的同在, 再多的榮耀都是徒勞無益, 無法填滿內 

心的空虛, 更不能稱是一個榮耀的得勝者。 

 

 

第11天 成為神的摯友： 

在網上看到這樣一句話：「摯友」不必多，但一

定得多花時間,小心維護。是嘍。今天的標題不是

「神是摯友」，而是（我要如何）「成為神的摯

友」。神已先愛我，問題是我要回應神嗎？神是

我可有可無泛泛之交的朋友？還是，神是我隨時

可以坦然無懼到祂面前傾心吐意,甚至哭訴的摯

友？阿爸父神要我們親蜜的認識祂，祂喜歡我們

成為祂的摯友。主啊，幫助我願意多花時間親近

祢，小心維護自己和神的關係，好成為神的摯

友。阿們。 

 第12天 與神建立深厚的友誼 回應：  

有人説朋友之間的情感要到閨密的程度必須一起

笑過、哭過、吵架過、甚至一起醉過（對不起，

我不喝酒，所以不知道這是什麼感覺）；也就是

説彼此之間真誠相向，不用假裝、不帶面具。到

神面前更是這樣不用假裝、不帶面具。歡喜的時

候向神感恩，悲傷難過受了委屈向神哭訴，懷疑

的時侯跟神說：我不明白；或者求問神：為什

麼。相信神喜悅我們真誠的到祂面前。當我們安

靜到神面前讀經、思想、禱告親近神的時候神也

必親近我們。  

人  生 標  竿 

專 欄 回 應 

趙國英 姊妹 (續) 

永遠懷念笑容可掬的童伯伯 

蕭氏家族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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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一路帶領見

證 

黃莎拉姊妹 

神一路帶領見證 

黃莎拉 姊妹 

 

第 十 七 天 有 所 歸 属 的 分 享 ： 

哥林多後書12：9「他對我说:我的恩典夠你用

的, 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

庇我」我明白，我的存在不是偶然，每個人都是

神所精心創造的，每個人也都有神奇妙的恩典。 

記得在我大約七、八歲的時候我就會去上主日 

學，因為家的附近，有一個基督敎的神學院，每

個主日，我會獨自步行去聽耶稣的故事，那時不

知道這就是「福音」, 現在想起來，這個習慣己

深深的影響了我，及我的一生。在我迷失路途的

這一段時間，我飽嘗了一切我想不透的人生問

題，我沒有方向，就是在徬惶，因主的慈愛及憐

憫加上恩典，提醒了我，我找到了這個屬靈的家

「新生命敎會」己經二十年了，我沒有離開這

裡，因為神沒有丟棄我，願意幫助我，我在敎會

學習神的話语，學習聖靈的敎導，暸解到是誰掌

管明天。我的先生在三年前回了天家，如若不是

我因著敎會及這個大家庭，我不知將如何？ 

腓立比書4：12「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

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

事隨在,我都得了秘訣。」謝謝陳牧師在這段期

間的講解「人生標竿」這本好書，我也學習到仰

望主！就會有越來越好的改變 ! 

 第二十八天的分享:「成長須要時間」 

在這本書中，我渴望學習的更多，每一篇都要用

些時間去省思，想要能真正的瞭解其中的要點，

所以想在各方面都能有成長就更慢些，這是我的

想法。傳道書3：1「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萬物都

有定時。」因此要邁向成長，必定是須要時間

的。首先，我想到的是果實、花卉的成長，要想

品嚐到成熟的果實，欣賞到美麗的花朵，如果沒

有等待的過程怎能快速的品嚐到成果和願望呢？

在這疫情期間，我第一次嚐試了做豆芽菜的生長

過程，真是一個奇妙又有趣的經歷，從泡發的豆

子到完全長成的豆芽菜，我看到一個植物的成長

方向，生命的成長方向是向下札根，而向上結

果，這就是生命的自然表現。我不知道平時花少

許的錢買回來的豆芽菜，它的成長會帶給我如此

的珍貴和喜悦！那麼屬靈的成長，如書上所説這 

種成長會必有改變，改變的過程，必有恐懼與失

落，失落必定痛苦，所以要去培養出好的品格，

也要學習忍耐，然後養成習慣去實行，就這項要

時間。我須要更多的時間，來學習神的話語與敎

導，在我的靈命成長中更要不停的學習，並要倚

靠神赐給我信心和毅力，成為一個討神喜悦的兒

女。「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裡

倚靠衪就得幫助。所以我心中歡樂，我必用詩歌

頌讚祂」(詩篇28：7) 

王繼榮 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