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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作业本 （和合本）第二章 

 

犹太人在罪中, 2:1–16 

论断其他人, 2:1–3 

 

1. 保罗责备那些论断人的，保罗说这番话是针对哪一个群体说的？（参罗 2:1；2:14-17 注意

经文中“他”是指谁，“你”是指谁）。1 

保罗责备的那些人是犹太人。 

 

 

注：保罗在 1:18–32 证明外邦人在罪中,接下来他也要让犹太人看见他们其实也与外邦人一

样，都在罪中。 

 

2. 为什么这些论断外邦人的犹太人们也无可推诿？为什么他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麽

事上定自己的罪？（参罗 2:1） 

因为其实犹太人所行的罪与外邦人一样。因为犹太人在论断外邦人时，自己其实也是一样

的不义犯罪。 

 

3. 犹太人是否知道这样行的人（参罗 1:29-31），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参罗 2:2） 

犹太人知道神必照真理审判他。 

 

 

4. 犹太人论断行这样事的人，他们自己是否也和这些人(外邦人)一样？他们能否逃脱神的审

判? （参罗 2:3） 

犹太人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他们也将无法逃脱神的审判。 

 

背景：犹太人经常轻视外邦人为不洁净的罪人 。保罗要让犹太人看见他们与外邦人一样都在

罪中。 

                                                           
1 如果 2:1-16 不是指犹太人，那么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来到 V17 就立即指是犹太人。并且接下来保罗在第 3 章 9

节定外邦人与犹太人都同样伏在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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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罪中, 2:1–16 

呼吁悔改, 2:4 

 警告审判, 2:5–16 

 

5. 保罗指出犹太人藐视上帝并刚硬自己的心不悔改其实是在积蓄什么？（参罗 2:4-5） 

犹太人藐视上帝并刚硬自己的心，是在积蓄上帝的忿怒。 

 

 

注：在罗 11 章，可以看见保罗在祈求犹太人悔改信主耶稣。 

 

6. 在神的震怒显出祂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时，上帝会如何对待他们？（参罗 2:6） 

上帝必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犹太人也包括在内。 

 

 

7. 『罗 2:7-8 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惟有结

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忿怒、恼恨报应他们。』保罗在这里是否是在教导

信徒得救恩是依靠行为？ （参罗 1:16；3:9-10；3:23  ） 

保罗不是在这里教导信徒得救恩是依靠行为，因为他的目的是要定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在罪

中（罗 3:9-20）。无论犹太人或外邦人都需要信靠耶稣基督得赦罪与救赎。 

 

 

8. 既然保罗在（罗 2:7-8）不是在教导信徒要依靠行为得救，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说？

（参罗 2:9-11, 特别注意 V11） 

保罗的用意是在告诉犹太人，上帝是按公义审判，上帝不偏待人。 

 

 

注：假设这世上真的有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神必以永生报应

他们。但世人都在罪中，无人能够正真做到，在神眼中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一个义人（参

罗 3: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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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神是否会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而偏待他们？（参罗 2:9-11） 

上帝不偏待人。 

 

 

罗 2:12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

判。请参考新译本翻译：凡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不按律法而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

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 

 

10. 谁是那些不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人？（参罗 2:12） 

外邦人。 

 

 

11. 外邦人没有圣经（没有圣经中的律法），他们若是犯了罪是否会按律法而灭亡？（参罗

2:12） 

外邦人不按律法灭亡。 

 

 

12. 谁是那些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人？（参罗 2:12） 

犹太人 

 

 

13. 犹太人拥有圣经，上帝的律法。他们犯了罪要按什么受审判灭亡？（参罗 2:12） 

犹太人必按律法受审判。 

 

 

14. 为什么犹太人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将按律法受审判？（参罗 2:12-13） 

因为他们晓得上帝的律法，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注：V12 就已经能够清楚看出保罗在 V1-11 已经是在影射针对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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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V13 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而是行律法的得称为义。请问犹太人能否依靠行律

法得称为义？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参罗 3:9-10；3:23  ） 

犹太人无法依靠行律法得称为义，因为犹太人也在罪中。 

 

 

背景：犹太人经常因有圣经（律法）结果就骄傲自大 2:17，保罗要让自以为义的犹太人醒悟

过来，不要以为拥有律法或听了律法就能得救恩。 

 

16. 虽然外邦人没有圣经与圣经中的律法，为什么却会去行律法（圣经）上的事？（参罗

2:14-15） 

因为神把律法的功用刻在外邦人心里。当外邦人在没有圣经律法的情况下顺著本性行律法

上的事时，他们自己已成为自己的律法。 

 

 

注:『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外邦人虽然没有圣经中写下的律法。但当他们顺著本性行圣经律

法上的事时，他们自己本身就是自己的律法。他们自己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律法是因为神早已

经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所以没有圣经的外邦人，内心里其实也知何为道德中的对与

错 （参罗 1:32）2 

 

17. 外邦人虽然没有圣经（律法），但他们也能行出律法的事。请您列出有什么事是外邦人虽

没有圣经却行圣经律法中要求的事。（思考：十诫第二法版上的律法） 

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属于别人的

东西。 

 

注：律法的功用不是圣经中文字清楚表明的律法。 但由于外邦人按本性也能够行圣经中律法

上的事，所以保罗指出律法的功用 the work of the law 是上帝已经刻在世人的内心里。 

 

 

                                                           
2 NIV Rom 2:14 (Indeed, when Gentiles, who do not have the law, do by nature things required by the law, they are a 
law for themselves, even though they do not have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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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外邦人不单单有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也拥有什么？（参罗 2:15） 

外邦人也拥有是非之心。 

 

 

19. 请问这『是非之心』，以现代人的话是指什么？（参罗 2:15） 

良心。 

 

 

20. 这『是非之心』或称良心，在人的内心里做什么？（参罗 2:15）3 

良心在人里头因人所作的，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参新译本翻译） 

 

注：良心在人的内心中做见证，并且也是人们行为上的审判官。 

 

罗 2:16 就在神藉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著我的福音所言。请参考新译本翻译：这

也要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21. 外邦人是否有能够完全按刻在他们心里的律法的功用行事，是否有违背良心来行事？要在

何时被揭开？（参罗 2:16） 

外邦人无法能够完全按刻在他们心里的律法的功用行事。外邦人也有违背良心来行事。这

些事要等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各人隐情的那一天，彰显出来。 

 

 

 

 

 

 

 

 

                                                           
3 ESV Rom 2:15  They show that the work of the law is written on their hearts, while their conscience also bears 

witness, and their conflicting thoughts accuse or even excuse them（新译本翻译）这就表明律法的作用是刻在他们

的心里，有他们的良心一同作证，他们的思想互相较量，或作控告、或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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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 2:17–3:8 

 犹太人的自信, 2:17–20 

 

22. 犹太人倚靠什么？且指著谁夸口？（参罗 2:17） 

犹太人倚靠拥有律法，且指著神夸口。 

 

 

23. 犹太人在上帝前夸的七件事是什么？（参罗 2:18-20） 

他们夸耀他们从律法中受了教训，晓得神的旨意。他们夸耀他们能分别是非。 

他们夸耀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他们夸耀自己是黑暗中人的光。他们夸耀自己是蠢笨人的

师傅。他们夸耀自己是小孩子的先生。他们夸耀自己是真理的模范。 

 

 

 

 

犹太人, 2:17–3:8 

 犹太人的失败, 2:21–24 

 

24. 从保罗提问的方式中，你认为保罗是否认为犹太人有遵守律法？（参罗 2:21-23）4 

犹太人没有遵守律法。 

 

 

 

25. 请问犹太人所比喻的瞎子、黑暗中人、蠢笨人及小孩子指的是谁？（参罗 2:19-20） 

外邦人 

 

 

 

 

                                                           
4 （罗 2:22…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偷窃庙中之物可能是指他们没有交殿税（出 30:13，太

17:24）或他们抢夺外邦人的庙里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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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犹太人自夸有律法并晓得神的旨意，但却在外邦人中使到上帝的名如何？（参罗 2:24） 

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犹太人受了亵渎。 

 

 

反省：我们身为拥有圣经的基督徒，我们是否也像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一样夸耀？并且只是

教导，自己却不去行所教之事？ 

 

27. 保罗说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犹太人受了亵渎时，用什么来证明他所说的？（参罗 2:24；

结 36:21-23；赛 52:5） 

圣经 

 

罗 2:25  你若是行律法的，割礼固然於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 

 

 

 

犹太人, 2:17–3:8 

真犹太人, 2:25–29 

 

28. 犹太人的割礼对于犹太人而言有没有益处？5（参罗 2:25） 

割礼对于犹太人而言有益处。 

 

 

背景：犹太人经常夸耀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拥有圣经、拥有律法、是黑暗中人的光、并也夸

耀自己有割礼为亚伯拉罕之约的印记。所以保罗在 V25 要针对犹太人因有割礼的不正确心

态。 

 

 

                                                           
5 割礼对于信主的犹太人而言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印记表明他们是在亚伯拉罕之约里的，是亚伯

拉罕的子孙。今日信主的外邦人不需要守割礼（参徒 15 章；加 5:6；6:15；西 2:11）。外邦人的信徒因信耶稣

基督与信主耶稣的犹太人同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罗 4:12；4:16；加 3:7；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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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主耶稣是否还需要行肉身的割礼？（参徒 15 章；加 5:6；

6:15；西 2:11） 

不需要像犹太人行肉身的割礼。 

 

 

30. 保罗说犹太人若是犯律法的，他们的割礼算不算是受过割礼？他们的割礼对他们是否有益

处？（参罗 2:25） 

犹太人若是犯律法，他们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他们的割礼对他们没有益处。 

 

 

31. 保罗指出外邦人虽然未受割礼若遵守律法的条例，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请问未受割礼是什

么意思？外邦人若遵守律法的条例，岂不算是有割礼又是什么意思？（参罗 2:26） 

外邦人未受割，指的是外邦人没有像犹太人一样受肉身的割礼。外邦人若遵守律法的条

例，岂不算是有割礼，指的是他们内心里受了割礼。 

 

注：V26-27 保罗是用假设性的方式提问犹太人，他并不是在说外邦人能够真正遵守律法的条

例 

保罗向犹太人指出，若是他们无法遵守律法，那么他们的割礼在外邦人面前就没有什么好夸

耀的了。  

 

 

32. 保罗在 V27 认定犹太人虽有仪文（圣经典籍）和割礼，他们是否有犯律法？（参罗 2:27） 

犹太人虽然有有仪文（圣经典籍）和割礼，他们也犯了律法。 

 

 

注：V27 保罗只是在以假设的方式提问犹太人，他不是在说有外邦人能守住全部的律法。保

罗的目的是要让犹太人看见他们不能因拥有仪文（圣经典籍）和割礼而认为自己比外邦人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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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保罗认为外面（外表）作犹太人的，能不能算是真犹太人？（参罗 2:28） 

外面（外表）作犹太人的，不能算是真犹太人。 

 

 

34. 拥有外面肉身割礼的犹太人，只有外在的割礼，能不能算是真割礼？（参罗 2:28） 

拥有外面肉身割礼的犹太人，只有外在的割礼，不能算是真割礼。 

 

 

35. 唯有怎样的犹太人才算是真犹太人？6（参罗 2:29） 

唯有遵守上帝的话的犹太人才算是真犹太人。 

 

 

36. 保罗指出真正的割礼是外在的还是在心里的？ 是在乎拥有圣灵的还是在是在乎一个人拥

有圣经？（参罗 2:29） 

保罗指出真正的割礼是心里的。保罗指出真正的割礼是在乎拥有圣灵而不是在乎一个人拥

有圣经。 

 

37. 犹太人夸耀自己有仪文（圣经典籍）和割礼，他们得的称赞是来自谁的？（参罗 2:29） 

他们得的称赞是来自人。 

 

 

38. 心中受割礼、拥有圣灵的人，他们得的称赞是来自人还是来自神？（参罗 2:29） 

心中受割礼、拥有圣灵的人，他们得的称赞是从神来的。 

 

 

背景：使徒保罗若是要得犹太人的称赞与赞许就不会不顾一切的反对一些要强加割礼在外邦

人身上的犹太人（加 2:11-14；徒 15:1-3）。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心中受割礼（西 2:11），也

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弗 1:13） 

                                                           
6 保罗会在罗 9:6 指出不是所有从以色列生的都是以色列人.唯有那些蒙拣选来信靠主耶稣的才是真以色列人。在

保罗的眼里唯有那些遵守先知们话语，接受相信耶稣就是基督的犹太人才是真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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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反省：你行事为人是否是为了得人的称赞或是为了得从神来的称赞？在真理与信仰的事情

上，你是否为了得到人的称赞或接纳而妥协上帝的话语？（参罗 2:29） 

 

 

 

40. 为什么保罗要在信中问犹太人有什麽长处（新译本:独特的地方？）割礼有什麽益处呢？

（参罗 3:1；2:17-29） 

因保罗在2:17-29教导，心中受割礼、拥有圣灵的人比外在的割礼还要重要。所以保罗害怕

犹太人误解以为他在违背圣经的教导，说外在割礼对信主的犹太人而言一点益处都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