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友堂羅馬書查經一覽表（2007 年 6 月 19 日-2014 年 6 月 3 日） 
 

次數 主題 經文 次數 主題 經文

1 羅馬書查經簡介 34 罪從一人入世界   死亡掌管全世界 羅5：12-14

2 基督的僕人  奉召的使徒 羅1﹕1 35 過犯不如恩典大   主恩奇妙人難測 羅5：15-17

3 神應許的福音  我主耶穌基督 羅1﹕2-4 36 律法顯出罪本相   恩典更顯神榮耀 羅5：18-21

4 愛是奇妙恩典  信是順服真道 羅1﹕5-7 37 主恩浩大救罪人   斷乎不可重歸罪 羅6：1-2

5 羅馬信徒好見證  保羅感恩求差遣 羅1﹕8-15 38 受洗歸入基督死   同葬同活榮耀主 羅6：3-4

6 福音彰顯神之義  世人因信得稱義 羅1﹕16-17 39 舊人已經向罪死   新人必能向神活 羅6：5-10

7 人無藉口不知神  不虔不義遭神怒 羅1﹕18-20 40 身子不容罪作王   與主相聯獻於神 羅6：11-14

8 榮耀感謝不歸神   偶像假神作替代 羅1：21-23 41 反叛神成罪奴僕   順服神作義奴僕 羅6：15-18

9 人要自主神任憑   當得報應人難逃 羅1：24-27 42 作罪奴僕得死亡   為義奴僕得永生 羅6：19-22

10 人罪大全神檢控  人要得救信福音 羅1：28-32 43 人犯罪得工價死   神賜恩基督裏生 羅6：23

11 自義自欺論斷人   蒙恩悔改感謝神 羅2：1-4 44 藉著死脫離律法   因著生結滿果子 羅7：1-4

12 世道人心一杆秤   神不偏待必報應 羅2：5-11 45 屬肉體死於律法   靠聖靈活出新樣 羅7：5-6

13 律法良知非保護   覆巢之下無完卵 羅2：12-16 46 律法顯露罪本相   罪藉律法致人死 羅7：7-13

14 作猶太人福分大   像外邦人禍更大 羅2：17-24 47 立志為善由得我   行出善來不由我 羅7：14-20

15 靠儀文外表割禮   藉聖靈裏面更新 羅2：25-29 48 靠己行善卻行惡   靠主行善就得勝 羅7：21-25

16 神的選召絕無錯   神的聖言有交託 羅3：1-4 49 信靠耶穌不定罪   順從聖靈成就義 羅8：1-4

17 神信實顯人虛謊   人詭詐難逃審判 羅3：4-8 50 隨從肉體就是死   順從聖靈得以生 羅8：5-8

18 世人都在罪惡下   無人明白尋求神 羅3：9-12 51 身體雖因罪而死   心靈卻因義而活 羅8：9-11

19 喉舌口腳滿苦毒   皆因眼中不怕神 羅3：13-18 52 成聖唯靠神引領   治死惡行而後生 羅8：12-13

20 律法塞住各人口   全地伏在審判下 羅3：19-20 53 為奴僕恐懼害怕   作兒子呼叫阿爸 羅8：14-16

21 按律法人罪難逃   蒙恩典因信稱義 羅3：21-24 54 若與基督同後嗣   必然同苦同榮耀 羅8：17

22 神設挽回祭顯義   人信主救贖為義 羅3：25-26 55 經至暫至輕之苦   進極重永遠之榮 羅8：18-21

23 律法堅固罪難逃   恩典浩蕩信得救 羅3：27-31 56 初結果子仍嘆息   全然得贖須忍耐 羅8：22-25

24 亞伯拉罕稱為義   不靠行為藉著信 羅4：1-5 57 聖徒軟弱當何求   聖靈代禱蒙垂聽 羅8：26-27

25 姦淫殺人罪被赦   稱義全靠神救贖 羅4：6-8 58 萬事效力為一事   愛神之人得完全 羅8：28

26 亞伯拉罕稱為義   不靠割禮只靠信 羅4：9-12 59 神預定我們得救   因神已先愛我們 羅8：29

27 亞伯拉罕稱為義   不靠律法只靠信 羅4：13-17 60 按神旨意被召者   召其稱義得榮耀 羅8：30

28 亞伯拉罕為何信   信實大能是神名 羅4：18-22 61 得神保守無憂慮   被神稱義不懼怕 羅8：31-34

29 耶穌受死為人罪   耶穌復活為人義 羅4：23-25 62 世上縱有萬般苦   無法隔絕基督愛 羅8：34-35

30 因信稱義與神和   歡喜盼望神榮耀 羅5：1-2 63 靠著愛我們的主   萬事都得勝有餘 羅8：36-39

31 聖靈澆灌神之愛   各樣患難成祝福 羅5：3-5 64 懮愁傷痛骨肉情   惜嘆同胞遭棄絕 羅9：1-5

32 基督為救罪人死   奇妙大愛從神來 羅5：6-8 65 神賜福氣樣樣有   獨缺認識主耶穌 羅9：1-5

33 與神為敵竟蒙恩   做神兒女樂無窮 羅5：9-11 66 神的話語不落空   神的揀選必顯明 羅9：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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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論公平人皆一死   憑恩典人竟有救 羅9：13-18 100 肢體恩賜各不同  同心獻主盡本份 羅12:6-8

68 審判彰顯神權能   救恩全靠神憐憫 羅9：13-18 101 真愛恨惡喜良善  殷勤喜樂有忍耐 羅12:9-13

69 罪人不知其所云   泥土豈能同窯匠 羅9：19-21 102 以善報惡化仇敵  同喜同悲結同心 羅12:14-17

70 遭毀滅咎由自取   得榮耀全靠恩典 羅9：22-26 103 寧吃虧但求和睦  效法主善待仇敵 羅12:17-20

71 猶太人多如海沙   得救的僅為餘數 羅9：27-29 104 人不可為惡所勝  要靠主以善勝惡 羅12：21

72 人信基督得稱義   人靠行為必跌倒 羅9：30-33 105 權柄都從神而來  權柄人都當順服 羅13:1-2

73 律法總結是基督  凡信祂的都得義 羅10：1-4 106 神賜政府強制力  賞善罰惡顯公義 羅13:3-4

74 得救在於信基督   不靠行為與神蹟 羅10：5-9 107 恭敬順服為良心  人所當得就給他 羅13:5-7

75 信耶穌死裏復活   認基督一生之主 羅10：5-9 108 凡事不可虧欠人 唯常虧欠在相愛 羅13:8-10

76 心口合一認主名   凡信靠的不羞愧 羅10：10-13 109 曉得現今是何時 趁早醒來隨主行 羅13:11-12

77 聽主信主求告主   報佳音者主差遣 羅10：14-15 110 只有披戴主耶穌 行事為人才方正 羅13:12-14

78 我們所傳有誰信   信道必從聽道來 羅10：16-17 111 謙卑束腰多自省 彼此接納勿論斷 羅14:1-4

79 以色列人何不信   藉口托辭難尋覓 羅10：18-20 112 堅定信靠神掌管 或死或活都為主 羅14:5-8

80 神慈愛伸手招呼   民悖逆頂嘴不從 羅10：21 113 萬膝齊向神跪拜  萬口必向神交賬 羅14:9-12

81 神的應許永不廢   神的揀選定成就 羅11：1 114 不可彼此妄論斷  唯有靠主多自省 羅14:13-16

82 神未棄絕以色列   曾留七千歸於祂 羅11：2-5 115 神國何事最重要 公義和平並喜樂 羅14:17-18

83 如今神仍留余數    不憑行為憑恩典 羅11：5-6 116 神的工程不可毀 彼此建造日日新 羅14:19-21

84 哀莫大於心頑梗    救恩門外是深淵 羅11：7-10 117 良心守在信心中 不合信心都是罪 羅14:22-23

85 以民失腳非跌倒    福臨外邦激以民 羅11：11-12 118 不求自己的喜悅 務叫鄰舍得益處 羅15:1-3

86 以色列民有盼望    定睛仰望神大能 羅11：13-16 119 神賜忍耐與安慰 彼此同心榮耀神 羅15:4-6

87 野枝接上橄欖樹    因信立定不自誇 羅11：17-24 120 同被接納進神國 豈能彼此不接納 羅15:7-9

88 得救因著神恩典    奧秘更顯神大能 羅11：22-26 121 神的慈愛遍全地 外邦稱頌神的名 羅15:9-13

89 外邦人數目添滿    以色列全家得救 羅11：25-27 122 愛教會敢於教導 傳福音善作祭司 羅15:14-16

90 神的恩召無後悔    同是罪人獲憐恤 羅11：28-32 123 開荒佈道立志向 誇口當指主誇口 羅15:17-22

91 深哉神的豐富    哀哉人的膚淺 羅11：33 124 忘記背後奔標杆 傳揚福音到地極 羅15:22-24

92 有誰知道主的心    是誰尋到主的路 羅11：33-34 125 紀念福音從天降 同心積財在天上 羅15:25-29

93 蒙神開眼必讚美    知恩圖報定順服 羅11：34-35 126 同心竭力求告神 遵神旨意得平安 羅15:30-32

94 万有之本三一神    權柄榮耀永屬祂 羅11：36 127 鄭重舉薦顯關愛 問候同工存感念 羅16:1-4

95 既明白所信之道  獻活祭理所當然 羅12：1-2 128 親切問安牧者心 忠心勞苦主紀念 羅16:5-16

96 基督捨命贖我罪  我歸基督獻活祭 羅12：1 129 善事聰明惡事愚 提防躲避背道人 羅16:17-19

97 若非心意被更新  難獻身體為活祭 羅12：1-2 130 踐踏撒旦在腳下 主恩永在得平安 羅16:20

98 請君察驗神旨意  善良純全可喜悅 羅12：2 131 原本世上互為敵 如今主裡成親人 羅16:21-24

99 求主光照先虛己  互相聯絡作肢體 羅12：3-5 132 人靠神道得建造 神藉基督得榮耀 羅16:2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