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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2：猶太人的罪惡、全人皆在罪惡中

A

CATH= Catholic for a Reason-Scripture/Family
CSB =Ignatius Catholic Study Bible
SN = Special notes, LF=Francis, Lumen Fidei
SK = 中文思高聖經
JNaz=Jesus of Nazareth
CCC=天主教教理,
SUN=R. Sungenis, Not By Faith Alone

正義源於信德又歸於信德(羅 1:17)、有關經文簡介

羅 2:1-3:20

“Faith is born of an encounter with the living God who calls us and
reveals his love…Transformed by this love, we gain fresh vision,
new eyes to see; we realize that it contains a great promise of
fulfilment, and that a vision of the future opens up before us. Faith,
received from God as a supernatural gift, becomes a light for our
way, guiding our journey through time.” (LF, #4).
B

猶太人的罪惡

羅 2:1-11



「你以為你能逃脫天主的審判嗎﹖」-「你」指猶太人(見
2:17)。他們不可以為自己是聖祖後裔，享有法律和盟約恩
許而必得救。他們判斷別人，但自己卻作著同樣的事。

2:3, SK 註 1, CSB



「祂要照每人的行為予以報應」- 這舊約教導(詠 62:12, 箴
24:12)被耶穌肯定(瑪 16:27)。「行為」指基於信德和愛天
主而做的好行為，不是為了賺取得救而做的好行為。所謂
「哀矜神工」(works of mercy)是指前者，不是後者。人成義
是由於信德，但真正的信德應有行為的配合。

2:5-11, CSB, SUN
p.39，格後
5:10，默 22:12
CCC2447
雅 2:17, SN1



C

「凡恒心行善，尋求真榮、尊貴和不朽的人，賜以永生；凡
固執於惡，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人，執以忿怒和憤
恨。」-「固執於惡」指為自己和追求個人淺視計劃的人。
為主而活與為自己而活的分別。
異民和選民同樣都要受天主公正的審判

2:7-8



「在天主前，並不是聽法律的算為義人，而是實行法律的纔
稱為義人。」-何謂「稱義」Dikaioo (Gk)？經文證明，當
保祿說人成義是由於信德時(3:28)，他不是說「只憑信德」
(sola fide)。

CSB 2:13 word
study
CATH, p. 103



「沒有法律的外邦人，順著本性去行法律上的事…法律的精
華已刻在他們的心上，他們的良心也為此作證」- 自然道德

2:14, CCC1978-9

CSB
2: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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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異民和選民同樣都要受天主公正的審判(…續上)

2:12-29



律。人可以有錯誤良知(erroneous conscience, VS 62),
需努力尋求真理，藉啓示，在聖神光照下培育正確和清晰的
良知。教會訓導是培育良知的好工具，因為教會是真理的柱
石和基礎。

CCC1960, JPII,

「心中的割損，是出於神，並不是出於文字」- 割損起源
(創 17:9-14)，意義(肋 12:3)和預祈的事情(申 30:6，哥 2:1112)。

2:29, CSB



D

Veritatis splendour
62,64)
弟前 3:15

選民的特恩與罪過

3:1-20



保祿確認作為天主選民的猶太人的優點(參考 9:4-5)，教會
亦肯定此聖經教導。

3:1-2, CSB, SN2



應否為了達到善果而做惡事？教會因此否定八十年代流行的
「比重主義」(“Proportionalism” - 主張若惡行為能帶來相對
多些的善果，在道德上是可以接受的)。行使本身是惡的行
為(“intrinsically evil acts”)是不道德的，按梵二教導這些行為
包括殺人、墮胎、自殺、安樂死、娼妓等；保祿六世將避孕
也列於其中。意向和環境可減輕但不能消除惡。

3:5-8, CCC1756



「沒有一個人能因遵守法律，而在他前成義； 因為法律只
能使人認識罪過」- 保祿根據詠 14:3 和 143:2 建立他有關罪
和恩寵的神學。與「上主，你若細察我的罪辜，我主！有誰
還能站立得住﹖」(詠 130:3)相呼應，使人細察自己的軟弱
無助，然後更感謝主耶穌的苦難和救恩，明白福音真是天大
喜訊。

3:10-20
JPII, General
Audience, July
9, 2003，迦 2:16



何謂「遵守法律」(“works of the law”)？可指法律主義(用善
行抵賞罪過)，或指行使梅瑟法律，或指行使所有禮儀上的
梅瑟法律。一般相信是後者，包括割損、不潔食物、安息日
各種規限、等。這些法律只指出人的罪惡和需要救贖，它們
祈待基督的來臨，已被基督滿全，所以不再需要。

CSB Galatians
2:16 essay

VS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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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2：猶太人的罪惡、全人皆在罪惡中
SPECIAL NOTES
1. “But what does Catholic teaching mean when it says that we are justified by works? It does
not mean that we can earn our salvation, any more than it means that in James. Indeed, any
good works that we do are a response to God’s grace, just as faith comes from grace. Rather,
it is a recognition that there is a correlation between good works done in love and our
standing before God.” (S.Hahn & L. Suprenant, Jr., Catholic for a Reason – Scripture and
the Mystery of the Family of God, p. 104).
2. 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則由各種方式走向天主的子民。其中首推那曾經領到盟約和
承諾的（以色列）民族，按血統基督就是從此出生（參閱羅：九，4-5）。這一蒙選的
民族，為了他們的祖宗，也是極可愛的，因為天主對自己的恩賜和選擇並無翻悔（參
閱羅：十一，28－29）。可是，天主救人的計劃，也包括著那些承認造物主的人，其
中首推回教徒：他們自稱具有亞巴郎的信仰…至於那些在幽暗和偶像中尋找未識之神
的人們…(LG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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