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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36 课 
 

1 
祷告 
 

 

组长。求神藉着祂的灵指引我们，让我们意识到祂的同在，并聆听祂的声音。 
将你的小组和这一课有关传扬神的国的教导交托给主。 
 

2 
分享（20 分钟）                                                     ［灵修］ 

以赛亚书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五，四十六章 
 
轮流简短地分享（或读出你的笔记）你在灵修中从所指定的经文（以赛亚书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五，四十

六章）学到什么。 
聆听别人的分享，认真地对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讨论他的分享。写下笔记。 
 

3 背诵经文（5 分钟）                                            ［罗马书的钥节］ 
复习罗马书的钥节 

 
两人一组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罗马书的经文。 
(11) 罗八：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12) 罗八：38-39。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

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13) 罗十：9-10。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

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14) 罗十：12。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15) 罗十：17。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4 
研经（85 分钟）                                                 ［罗马书］ 

  罗十：1-21 
 
引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罗十：1-21。 
 

在罗马书第九至第十一章，保罗指出，不信的犹太人被弃绝，而相信的外邦人得拯救，这与圣经的教导是一致

的。原因包括： 
• 这并没有违背神立约的应许，因为神满有权能，祂有权拣选祂要拣选的人，也有权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罗九：6-24）。 
 

• 旧约的启示（罗九：25-29；罗十：18-21）明确地发出预言。因此，所预言的境况变成了事实，叫以色列人

无可推诿。 
 

• 在旧约时期的以色列人可以获得救赎的信息，如今身处新约时期的外邦人和犹太人也是一样（罗十：5-
8）。 

 

• 旧约时期和新约时期的救恩都是单靠相信（参看创十五：6；加三：6-9，26-29）。人们因不信而被弃绝，

因相信而蒙接纳（罗九：30-33；罗十：1-4，11，17）。 
 

• 因此“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分别”（罗十：12-13）！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罗十：1-21。 
让各人轮流读出一节经文，直至读完整段经文。 
 

步骤 2. 探索。          观察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对你十分重要？ 
或者，这段经文中哪一个真理感动你的心？ 
记录。探索一至两个你明白的真理。思想这些真理，并把你的感想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让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然后轮流分享）。 
让我们轮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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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十：1 
探索 1。向失丧的人传讲神公义的福音。 
 

在罗马书第九章，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神满有权能的特权，就是向那蒙怜悯的器皿显明祂的怜悯，却不向那可

怒的器皿显明祂的怜悯（换句话说，祂有权拯救祂要拯救的人，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罗十：18，22-
23）。 
 

然而，这个事实并不决定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如何对待世上失丧的人！虽然神有祂满有权能的旨意，要拯救谁

就拯救谁，但祂没有将那旨意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的责任是真诚地关心世上列国中所有失丧的人，为他们祷

告，并且向他们传福音。拣选是神的特权，传福音却是我们的责任和任务（罗十：1）！ 
 
 

十：2-4 
探索 2。靠遵行律法（妥拉、伊斯兰教法）称义是一种误解。 
 

 (1) 两种义。 
这段经文对比了两种义： 
• 靠行律法称义，也就是犹太人所追求的，这个观念认为神会叫一个遵守摩西律法或其他律法的人称义。 
• 因信称义，也就是神所恩赐的，这个真理就是神满有恩慈地将基督所得的义归给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之人的

生命。 
 

 (2) 以色列人得不到义（罗十：2-3）。 
虽然以色列民充满热心要靠行律法（按照他们对律法的理解）得着神眼中的义，但他们的热心不是按着真知

识！以色列人得不到神的义，因为他们不明白神的义唯有藉着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着的（罗十：2）。 
 

以色列民得不到神的义，因为她不但不服神的义，还想要立自己的义（罗十：3）。 
 

 (3) 耶稣基督是律法的结束，换句话说，律法的终结（作为获得义的一种宗教手段） 
                      抑或耶稣基督是律法的目的（成就）（作为神在旧约中的启示）（罗十：4） 
罗十：4 中的用词有两种译法。1  
 

基督是“律法”的“结束（终结）”。“律法”被理解为一个原则，透过遵行犹太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圣

经的律法之上至少加增了六百一十三条规条）所解释的摩西律法来得着义。耶稣基督叫犹太人的这个误解终止

了（加三：10-13）。没有人因遵行宗教律法而称义。人只能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 
 

基督是“律法”的“目的（成就）”。“律法”被理解为旧约的启示，包括它的道德、礼仪和民事律法（太

五：17）。旧约的目标、成就或真正的内容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律法）！这样，活在旧约时代的人只有藉着相

信将要来临的弥赛亚才能称义，而活在新约时代的人只有藉着相信已经临到的耶稣基督才能称义。 
 

这两种翻译都是正确的，但这里的意思大概是：“基督是律法的终结”。 
 
  

十：5-8 
探索 3。因相信基督而称义也是旧约的信息。 
 

保罗引用旧约启示（妥拉或律法）中的两句话，来证明因信称义和靠行律法称义是完全相反的。 
 

 (1) 利十八：5 给“靠行律法称义”下定义（罗十：5）。 
经文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 

                                                           
1 De KBS (1995), NBV (2004), HSV 2010) vertalen: “Christus is het doel van de wet” 
  De SV (1618-19), NBG (1951), NIV (1973), NAV (1983) vertalen: “Christus is het einde van de wet” 
  De GNB (1982/1996) vertaalt: “Christus is het doel en het einde van de w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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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是神审判和定罪的绝对标准。一位绝对圣洁和公义的神要求绝对完全的正义，祂惩罚所有的罪。因为没有

任何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需要一位救主，祂已经代替所有相信祂的罪人受惩罚并献上赎罪祭。 
 
律法是神对称义（得救）的绝对要求或条件。一位绝对圣洁和公义的神要求绝对完全的公义，这样，人才能蒙

神接纳（拯救）。因为没有任何人拥有这样的完全状态，所以人人都需要一位救主，祂已经代替人取得绝对完

全的义，并且把这义归到（归给、被算为、记入账上）凡相信祂的人。 
 
律法是神对圣洁（成圣）的绝对要求或条件。一位绝对圣洁和公义的神要求绝对完全的圣洁（由始至终都过着

圣洁的生活），这样，人才能蒙神接纳（拯救）。因为没有任何人拥有这样的完全状态，所以人人都需要一位

救主，祂已经代替人得着绝对完全的圣洁，并且将这圣洁赐给凡相信祂的人。 
 

神的要求或条件，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完全（百分之百）遵守祂的命令。保罗使用旧约中的这个定义来证明没有

人能够以这种方式在神眼中成为义人，因为没有人曾经或能够完全（百分之百）遵守神的律法！“靠行律法称

义”的方式注定是失败的！ 
 

 (2) 申三十：11-13 给“因信称义”下定义（罗十：6-7）。 
经文指出，人们应当知道、相信和遵行的真理，是可以接触到的，也是近在眼前的。人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去

取得义。人们也不需要升到天上或穿过海洋去取得这真理。保罗使用旧约中“因信称义”的定义来证明每个人

都可以接触到神的义。 
 

任何人都可以接触到神的义： 
• 藉着耶稣基督第一次从天上降临地上（二千年前）。没有人需要或能够升到天上去领基督下到地上（罗

十：6；参看约三：13 和太十一：27） 
• 藉着耶稣基督从阴间里复活（二千年前）。没有人需要或能够下到阴间去领基督从死里上来（罗十：7） 
• 藉着传福音（过去二千年来和今天）。传福音使地上每一个人都接触到神所说有关称义（得救）的真理，

好叫他知道、相信和遵行这真理。 
• 藉着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和口里（现在）。福音是神的话语，人必须心里相信，也要口里承认（罗十：

8）。“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罗一：16）。 
 

 (3) 满足神律法的公正要求的任务，并不是交给人，而是交给耶稣基督（罗十：6-7）。 
罗十：4-5 描述公义的状态，这状态单单是耶稣基督获得的（赢得的）。因为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

在地上过着绝对完全的生活的人（约八：46；来四：15；七：26-28），祂胜过死亡（太二十八：6-7；林前十

五：20），祂复活以后便永远活着（约十一：25；来七：23-25），祂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满足神律法要求

的人！唯有祂“遵行这些事，并因此活着”（利十八：5；罗十：5）！ 
 

罗十：6-7 描述了同样的公义状态，这状态是人靠着神白白的恩典，并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的，并不是靠他

们努力遵守律法而得的（参看弗二：8-9）。 
 

保罗以旧约的用语（字词）来宣告新约的真理。他能够这样做，因为他已经证明，在神眼中称义的途径在旧约

时期和现今的新约时期都是一样的：神的义一直都是“因信称义”，从来都不是“靠行律法称义”（罗一：

17；三：21-22；四：1-3）！ 
 

在以色列民快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前（主前 1407 年），摩西将法度（当中包括律法）赐给早已成为神的子民的
以色列民。神必咒诅那些不顺从祂的人（申二十七：9-26），也必赐福给那些顺从祂的人（申二十八：8-
14）。接着，摩西便说了保罗所引用的这段话（申三十：11-14）。摩西透过这段话强调律法是在恩典的背景
下（而不是在人的行为或顺服的背景下）赐给以色列民的。应许之地及其福分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恩典。称义

（得救）也是神赐给以色列民的恩典。这从来不是人们努力遵守律法而得的结果（参看申八：17-18；九：4-
6），这也是赐给所有相信的人的恩典（来四：1-3 上）。 
 

保罗要说的是，满足神对称义和成圣（换句话说，由始至终都得救）的公义要求的任务，从来没有指派给人。

这个任务是指派给耶稣基督的，祂也完成了这个任务！ 
 

耶稣基督是神，祂取了人的样式（约一：14）。祂代替所有相信祂的人承受地狱的痛苦（太二十七：46）。祂

代替他们受死，为他们的罪作了挽回祭（罗三：25），叫神可以宣告他们因信称义。祂从死里复活，使他们可

以过圣洁的新生活（罗六：4）。祂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好叫祂作王，成为信徒的主。祂是主，祂从起

初（在重生和称义的时候）到末了（在祂第二次降临和他们的身体复活的时候）都作成他们得救的工夫。祂保

证信徒必绝对完全得救（罗八：29-30；参看腓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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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要靠人的努力升到天上，去领下基督来，都是拒绝承认祂道成肉身的事实和价值。凡要靠人的努力下到阴

间，去领基督从死里上来，都是拒绝承认祂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和价值。没有人曾为基督的降生作出任何贡献，

也没有人曾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作出任何贡献。没有人能够为自己的得救作出任何贡献！没有人能够努力遵

守律法，并以为这样做可以成就耶稣基督藉着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和作王所成就的事！“耶稣被交给

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四：25）。耶稣基督成就了信徒绝对完全称义所需的一

切！ 
 

 (4) 要求信心和唤起信心的道是十分接近的（罗十：8）。 
保罗引用申三十：14 上：“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保罗心里想到的“道”，就是申命记

（申五：6；六：4-9；七：7-9；十：12-13；十一：13-15，22-25；十八：15-18；二十六：16-19；二十八：1-
14）中所记恩慈的应许和告诫，这需要凭信心作出回应，也唤起信心。这一切记在申命记中的道，都是在神的
恩典的背景下赐给以色列人的。神已经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祂早已成为他们的神，他们也早已成为

神的子民，蒙神称义（申五：6；参看出二十：1-2）。这些道不是在人的行为的背景下赐给以色列人的。以色

列人不需要靠遵守律法而称义和成为神的子民！相反，他们蒙召成为蒙神拯救的人，并活出这身分！ 
 

保罗进一步把这“道”解释为“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信主的道”（希腊文：to réma tés pisteós）不仅是旧

约（申命记）中所启示的神的道，也是新约中所传的神的道。“信主的道”不但意味着神的道需要（要求）凭

信心作出回应，也意味着神的道唤起人们心中的信心。信主的道引起信心的回应，从而带来拯救的功效。 
 

若是这样的话，神的道在旧约和新约中都叫人因信称义。因此，称义（得救）的途径在旧约和新约中是完全一

样的。 
• 在旧约时期，神的道离人们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申三十：14）。以色列人

已经口里承认神的道，心里也相信了。以色列民已是神的子民了！以色列民不用靠遵行律法来成为神的子

民！ 
• 在新约时期，神的道也离人们甚近：“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罗十：8）。罗马的基督徒已经口里承认

福音，心里也相信了。教会已是神的子民了！它也不用靠遵行律法来成为神的子民！ 
 

“信主的道”（第 8 节）就是“基督的话”（罗十：17）。（这是一个属格，含有客观的意思；基督就是其内

容；也含有主观的意思；这都是基督所说的。人们不仅被动地听传道者讲道，也积极地聆听基督亲自在他们心

里发出的声音！ 
 

步骤 3. 问题。                                解释 
思想问题。对于这段经文，你会向小组提出什么问题？ 
让我们尝试去理解罗十：1-21 所教导的一切真理。请提出任何不明白之处。  
记录。尽可能明确地表达你的问题。然后把你的问题写在你的笔记簿上。 
分享。（组员花大约两分钟去思想和写下感想之后，首先让各人分享他的问题）。 
讨论。（然后，选择其中几个问题，尝试在你的小组里讨论并回答问题。） 
（以下是学员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和问题讨论的笔记的一些例子）。 
 

十：4 
问题 1。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罗十：4：基督到底是律法的“结束”还是“目的”？ 
笔记。 
 

参看手册 11，附录 13。 
 
 

十：5 
问题 2。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若行这些事（遵行神的律法），就必因此活着”这个原则呢？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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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人犯罪堕落之前，遵守律法维持了人原来公义和无罪的状态（地位）。 
藉着遵守律法来（维持）称义（得救），这情况只有在人犯罪堕落之前才可能出现。因为亚当在犯罪堕落之前

拥有永生，也没有犯罪，所以他在神眼中是公义的。他只有在不顺服的时候才失去这义！在创二：15-17，神

给亚当发出禁令，不是为了让亚当透过遵守这律法来赚取（带来、获得）他的称义，而是要让亚当透过顺服来

维持（继续拥有）他称义的状态（即永生）。 
 

 (2) 在人犯罪堕落之后，遵守（道德）律法表明信徒公义的生活。 
在人犯罪堕落之后，行律法从来都不是称义（得救）的根据。以下这个原则：“人若遵行（不定过去时态、主

动语态），就必因此活着（将来时态，表示肯定的意思）”（利十八：5）只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前，在无罪的

状态下维持称义的一个原则。它从来都不是在人犯罪堕落之后，在有罪的状态下得称为义的一个原则。 
 

利十八：1-5 明确地表明，这些话是指在称义的状态下蒙神接纳的原则。它的意思与出二十：1-17 的意思相

同。神拯救祂的子民以色列人（脱离为奴之家）之后（出二十：1-2），就吩咐他们要透过遵守十诫来活出蒙
神拯救的子民的样式，而不是透过遵守十诫来成为神的子民（出二十：3-17）。同样，利十八：1-5 所指的是

蒙神拯救的子民，并且吩咐以色列人应当怎样活出蒙神拯救的子民的样式。神的子民透过遵守神的律法（十

诫）维持他们与神的关系、他们所拥有的永生，以及神对他们的接纳：他们将会（继续）活出得救的生命，他

们必得福，并且他们在应许之地的日子必得以长久（申五：32-33）。 
 
 

十：9-10 
问题 3。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之间有何关系？ 

笔记。 
 

 (1) 福音的概要。 
在新约中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概括福音： 
在林前十五：1-4，照圣经所说，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第三天复活了。当我们听到所传的福

音，领受了，靠着站立得住，又能以持守，就必得救。 
 

在罗十：9-13，福音就是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并且耶稣基督是主。我们若听到福音，心里相信，又求告

主名，口里承认祂，就必得救。 
 

因此，在罗十：9-13，保罗强调福音信息的两方面，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二千年前），以及祂在天上作

王掌管（统管）万物（现在）。他也强调领受福音的两方面，就是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然而，这个概要并没

有教导，“心里相信”或“口里承认”就得救而言有相同的功用或果效。 
 

 (2) 心里相信和口里承认之间的关系。 
因此，引自申三十：14 有关神的话语就在心里和口中的经文，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是同样的真理。保罗在第 9 节

使用“口-心”的次序，因为这是申三十：14 中的次序。他在第 10 节使用“心-口”的次序，因为这是自然的

次序：一个人心里所存着的，口里就说出来（参看太十二：34）。神的义（救恩）唯有透过心里相信，以致口

里承认，才能得着的。 
 

心是人类生命的中心。它是一个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的中心（箴四：23）。相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很重

要的，因为复活证明耶稣确实是“主”（弗一：20-23；腓二：9-11）。“主”（希腊文：kurios）这个字的意

思是耶稣是耶和华（希伯来文：YaHWeH），是旧约启示中神的名字（比较一下可一：3 和赛四十：3）。保

罗说：“基督是在万有之上的神”2（罗九：5）。 
 

就称义（得救）而言，“相信”和“承认”的功用或果效并不相同。“承认”却不相信，这是徒然的（参看太

七：21-23）。“相信”却不承认，这就是放弃基督（参看太十：32；约十二：42）。心里相信对于称义（得

救）来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参看约三：18，36）。口里承认就如善行一样，证明心里的信心是真确和诚实的

（弗二：8-10；林后四：13；雅二：17-22；约壹三：18-20）。真正相信的人会禁不住说出他们所看到或听到

的（徒四：20；提前六：12；约壹四：15）。在第 10 节，“称义”和“得救”是同义词，因为在第 9 节中的

得救是相信和承认的结果。得救源于心里，然后从口里表达出来。信心使人称义（参看罗四：5），因此也使

人得救，脱离神永远的忿怒（参看罗一：16；五：9-10）。信心是使人得以称义的工具。信心是空空的手，藉

着恩典领受神的救恩。 
 
 

                                                           
2 希腊文：ho ón epi pantón Th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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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1-13 
问题 4。为什么自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犹太人和外邦人（非犹太人）之间就不再有任何分别呢？ 
 

笔记。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后，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就不再有任何分别了，有以下三个原因： 
• 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同归于一，成为神的子民。相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和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都“在基

督里造成一位新人”，“是与圣徒同国”（弗二：11-22）。他们以完全同等的地位“与以色列（神的子

民）同为后嗣”、“同为一体（教会）”，“在基督里同蒙应许”（弗三：2-6；参看林后一：20-22）。

“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约十：16）！ 
• 耶稣基督是宇宙万民的主（参看太二十八：18；腓二：11）。 
• 福音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得救的条件对世上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他必须心里相信耶稣

基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从死里复活（因此，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他必须求告耶稣基督的名3，才

能得救；他也必须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第 9 和 13 节）。 
 

 (1) 旧约时期相信弥赛亚的人和新约时期相信基督的人之间并没有分别（罗十：11） 
保罗在这里重复罗九：33 下（赛二十八：16）的话，却加上了“凡”这个字。“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

愧”（罗十：11）。保罗可以加上“凡”这个字，因为犹太人在旧约时期称义的方式，与犹太人和外邦人在新

约时期称义的方式，是绝对没有分别的。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真理。保罗是否真的宣告犹太人

（他们享有特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神眼中没有什么比非犹太人强的吗？ 
 

对某些非犹太基督徒来说，这也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真理，因为他们一直相信天生的以色列民或犹太人是神的选

民，也相信神在将来对天生的以色列民仍有一个特别的计划。他们相信这一点，是基于旧约启示中的某些预

言。 
 

然而，新约启示中势不可挡的亮光明确地告诉我们，虽然犹太民族在旧约时期拥有某些特权（罗九：4-5；弗

二：11-13），但从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神就不再区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也不再区分以色列国和世上

其他外邦列国（罗十：12；林前十二：13；加三：28；弗三：2-6；西三：11；启二十一：10-14）！ 
 

在旧约时期，犹太人只是藉着相信将要降临的弥赛亚而得救（参看创十五：6；加三：6-9）。不信的犹太人被

弃绝了（赛一：9；十：20-23；何一：6，9）。在旧约时期，相信耶和华的非犹太人也得以成为神旧约的子民

（赛五十六：1-8）。在新约时期，不仅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外邦人）也只是藉着相信已经降临的弥赛亚而
得救，他们得以成为神一群独一的子民（罗一：16-17；二：11；三：10-18，22-24，29-30；四：9-12；五：

18-19；九：24；十：12；十一：32；林前七：19；加三：9，29；五：6；六：15；弗二：14-18；三：2-6；西

三：11；彼前二：9-10）。 
 

 (2) 犹太人的主和外邦人的主并没有分别（罗十：12） 
“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一点在旧约时期已是真确

的（珥二：32），在新约时期也仍是真确的（徒二：21；罗十：13）。只有一位永活神存在。“在我以前没有

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除我（耶和华）以外没有救主”（赛四十三：10-11）。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

人的神，以及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非犹太人的神，就是独一的神（罗三：29）。 
 

耶稣基督显明自己是主，是掌管宇宙万民和万物的王（太二十八：18；弗一：20-23；启十七：14）。耶稣基

督是地上所有人的主，因此，地上所有群体都没有任何分别！神对地上所有受造之物（徒十四：17）都是丰盛

的（该二：9；诗五：10-12），祂也在耶稣基督里赐各样的福气给众信徒（弗一：3；二：7）。“神本性一切

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西二：9），并且来自地上万国的基督徒，都从祂丰满的恩典里领

受福气（恩典），而且恩上加恩（约一：16-17）。 
 

                                                           
3 “主的名”的意思是正如主在圣经中所启示的，而不是世上的人、其他宗教的信徒、神学、哲学或科学对祂的看法。 
 



 
© 2016 “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手册 11             第 36 课：罗十：1-21  7 

 (3) 求告主名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并没有分别（罗十：13）。 
保罗引用珥二：32，“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保罗以这句话从旧约的启示印证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并没有

分别。“求告主名”首先是指当一个人祈求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内心和生命时的祷告。但它也指到之后持续向主

敬拜。要留意，保罗把指到神（耶和华）（希伯来文：JaHWeH）的旧约经文一概应用在主（希腊文：kurios）
耶稣基督身上！这进一步证明使徒保罗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神（罗九：5）。新约的基督徒称耶稣基督为

“主”（希腊文：kurios），这是他们与众不同的标记。因此，他们把只献给神的敬拜，也献给主耶稣基督

（太十四：33；二十八：9，17；路二十四：52；约九：38；启五：6-14）！ 
 

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分别，所以福音必须传给所有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尽可能叫更多

人得救。 
 
 

十：14-15 
问题 5。基督徒应该如何传扬福音？ 
 

笔记。罗十：14-15 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

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1) 传扬福音是必要的。 
这些经文教导我们，福音应当传给每一个人。福音可以透过多种形式传扬，若没有任何形式的传福音，就没有

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了。 
 

 (2) 救赎过程的历史次序。 
从人的角度看，救赎过程的历史次序是颠倒的，先提到结果，最后才说出原因。得授权的使者传扬福音。人们

听到福音。他们相信福音（换句话说，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他们的内心和生命，并且口里承认祂）。他们便得救
（或称义）。这段经文特别针对犹太人（罗十：1-3，19，21；十一：1）。然而，这个救赎过程对外邦人也是

一样。每个人都必须对他所听到的作出回应。 
 

 (3) 得授权的福音使者。 
使者是有权柄的使者，因为他们是耶稣基督差遣的。“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

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路十：16；参看林后五：18-20）。传福音的人必须知道耶稣基督已呼召他

们，差遣他们去传福音。那些没有蒙召和奉差遣的人是假先知，他们只是传扬自己本心的诡诈、幻梦、谎言和

矜夸，并且谬用神的言语（读耶二十三：9-40）。然而，传福音的人给他们的听众带来极大的喜乐（参看赛五

十二：7）。 
 

 (4) 真正听福音是与耶稣基督个人面对面相遇。 
人们应当听福音，换句话说，人们不但要明白他们所听到的，也必须能够对向他们说话的那一位作出回应！要

注意，罗十：14 明明地说：“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不是：“未曾听闻有关他的事”），

怎能信他呢？”看看路九：35：“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希腊文：autou akouete）（祈使语

气）。人们要听神的儿子本身（祂的声音）（不只是关于祂的信息）！ 
 

传福音的时候，人们不是单单听闻有关耶稣基督的事，而是要听耶稣基督亲自向他们说话！每当传福音的时

候，耶稣基督都想要向人说话。罗十：17 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不是有关基督的

话）（希腊文：dia rématos Christos）来的！”“听闻有关耶稣基督的事”并不是与耶稣基督相遇。但“听耶

稣基督亲自向你说话”却是与祂有个人相遇！耶稣基督亲自向你个人说的话抓住你的心，也改变你的思想！ 
 

 (5) 信是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关系。 
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由个人与耶稣基督藉着福音所说具体的话面对面相遇而产生的。因此，信就是与耶稣基

督有个人相遇而建立个人关系（联系）！信不是单单承认一些有关耶稣基督的真理。相反，信是顺服祂向你个

人发出跟随祂的呼召，放胆踏出第一步跟随祂，委身并立志继续跟随祂。信是越发信靠耶稣基督。信是指在你

求告祂的名得救恩之前，放弃所有别的信心（相信），并且以耶稣基督为你唯一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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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6-21 
问题 6。为什么没有借口不对福音作出回应呢？ 
 

笔记。以色列人当然听过福音，但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都拒绝接受福音（罗十：16-18）。以色列人当然知道

神的旨意，是要赐福和拯救众多外邦人（创二十二：18），然而，以色列的广大民众仍是持续固执己见、不听

从神。司提反说：“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徒七：51）！正如新约所示，历史就如众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展开。不信的犹太人拒绝神和祂的弥赛亚，是咎

由自取的。神因此弃绝不信的犹太人，当然不是任意武断的（罗十：19-21）。 
 

罗十：14-15 指出，有些人会凭信心对福音作出回应，罗十：16-21 却指出，有些人不会对福音作出回应。这情

况早已在旧约众先知的时代出现，也在新约耶稣的时代（约一：11）和使徒的时代（徒十三：45-46）出现。

好信息已传开了，但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接受这好信息（参看来二：1；来四：1-2）。这时候，保罗回到他在

罗马书第九至第十一章讨论的主题，解释天生的以色列民当中大多数人都不信和不顺服。 
 

 (1) 天生的以色列民不接受福音（罗十：16）。 
经文明明地说：“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虽然福音已经传给天生的以色列民，但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对

福音作出回应。事实上，许多犹太人拒绝接受福音（罗九：27；十：21；参看赛五十三：1；约一：11，林前

十：5）。 
 

 (2)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罗十：17）。 
圣经中有许多劝人对神的信息作出回应的劝告（太十一：15；十三：9，43；路八：8，18；十四：35；启二：

7，11，17，29；三：6，13，22；十三：9）。犹太人在福音中所接触到的道，无非是基督亲自向他们所说的

道！向他们传福音，就是让他们与耶稣基督的话语相面对质，从而与耶稣基督相遇。 
 

 (3) 天生的以色列民听了福音（罗十：18）。 
天生的以色列民不能说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作为反对的理由。“基督的灵通过众先知宣告”（彼前一：10-12）。 
• 他们已经从摩西五经听过基督的话（参看创十五：6；加三：8；申三十：11-14；罗十：6-8）。 
• 他们已经在旧约时代听过基督的话。保罗在罗十：18 引用诗十九：4。在诗十九：1-6 中，诗人谈到藉着神

的创造大工和眷顾所显明神的普通启示；在诗十九：7-14 中，他谈到藉着神的旧约话语所显明神的特殊启
示。圣经由始至终都指出，神的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是相辅相成的（徒十七：24-31）。神的普通启示一概

藉着整个人类历史传扬（参看罗一：19-20；二：15；诗篇第十九篇），神的特殊启示则藉着旧约圣经向以

色列人传扬（参看罗三：21-22） 
• 他们已经在新约时代听过基督的话。福音得以传扬，门徒得着造就，圣经一概传给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太

二十四：14；二十八：19；徒一：8；罗一：16；彼后三：1-2，15-16）。在使徒时代，福音迅速传遍整个

已知的世界（罗十五：8-12，22-24；腓一：12-13；西一：6；约十二：19；徒二：41，47；四：4，十七：

6）。在福音传到世界最偏远地域的整个过程中，神的普通启示的模式现在也成为神的特殊启示的模式！ 
 

 (4) 天生的以色列民明白福音（罗十：19）。 
犹太人不能声称他们不明白福音。他们不信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因为他们固执而不情愿。天生的以色列民

对救恩之道已经得到充分的知识和理解，好叫他们对自己的不信负上全责。 
 

保罗在申三十二：21 下-22 引用摩西的话。“因为以色列人以那不算为神的（偶像）触动神的愤恨，神也要以

那不成子民的（即主要由非犹太信徒组成的教会）触动以色列人的愤恨。”以色列人因拜偶像而令神在怒中有

火烧起，直烧到极深的阴间（地狱），把地和地上的人尽都焚烧。“若不是他们的盘石卖了他们（不信的以色

列人），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申三十二：21-22，30；赛三十：

15-17）？对信徒的常规是相反的：“你们五个人要追赶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赶一万人＂（利二十六：8）；

“你们一人必追赶千人，因耶和华你们的神照他所应许的为你们争战＂（书二十三：10）！偶像是外邦列国的

“盘石”，耶和华却是所有真信徒的“盘石”（申三十二：31-33）！ 
  

在天生的以色列民以外，有另一个更大的群体（即教会）兴起，这个群体由不同国家（主要是外邦）的信徒组

成。神说：“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申三十二：21）。这

个国家起初对神在旧约中的特殊启示没有认识或理解。然而，最初赐予以色列的特权将会赐给一群“不成子

民”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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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耶稣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作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作的……，所以……神的国必从你们夺

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太二十一：42-44），祂心里也想到申命记第三十二章。 
 

此外，在徒十三：44-48，保罗心里也想到申命记第三十二章说，他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即犹太人）原

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非犹太人）去。因为主曾这样吩咐

我们（教会和其他使徒）说：我已经立你（单数）（即新约教会及其使徒）作外邦人的光（参看太五：14），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十

三：48）。 
 

然而，赛四十九：6 的希伯来原文说：“你（单数）（即弥赛亚，耶稣基督）作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

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即余民）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单数）（即弥赛亚，耶稣基督）作外邦人的

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经文都是真确的：神使耶稣基督（约八：12）和祂

的教会（太五：14）作外邦人的光。 
 

因此，犹太人不但明白福音和得救的条件，也知道神要藉福音将祂的启示传给外邦人，给他们带来救恩！历史

的发展完全符合众先知的预言。 
 

 (5) 天生的以色列民因为不信、悖逆和固执而被弃绝（罗十：20）。 
保罗引用先知以赛亚在赛六十五：1 中的话。以赛亚所指的是以色列民，保罗把这些话应用在外邦人身上。 
 

在旧约，以色列人曾抱怨耶和华（希伯来文：YaHWeH）躲在天上（赛六十三：9），祂仍然忍住并静默（赛

六十四：12）。耶和华对以色列人的埋怨作出回应，祂说尽管以色列人没有呼求耶和华、没有寻求耶和华，也

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但祂愿意将自己向以色列人显明出来，也确实将自己向以色列人显明出来了。尽管耶和

华宽容忍耐，但以色列人还是以不信（罗九：32 上）、悖逆（来四：1-6）和顶嘴（罗十：21）来回应。天生

的以色列民拒绝耶和华的恩典。“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五：4）！

天生的以色列民“正跌在那绊脚石上”（罗九：32 上）。 
 

保罗在罗九：25-26 引用何二：23 和一：10，但将经文应用在外邦人身上，同样，他在罗十：20 引用赛六十

五：1，也将经文应用在外邦人身上。在旧约时代，犹太人享有特权，即使他们没有寻找耶和华，也可以找到

祂。现在到了新约时代，外邦人（如果犹太人愿意的话，他们也可以）享有这种特权！保罗引用论到耶和华在

旧约时代对以色列人白白和满有怜悯的恩典的经文，并将经文应用在新约时代的外邦人列国身上！ 
 

神如今把自己向外邦人显明出来，外邦人也得以寻见神，这真理是许多犹太人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的，直到今

日也是如此。外邦人和寄居的人可以在完全同等的条件下（弗三：2-6）成为神立约之民的一份子（参看赛四

十九：6；五十六：1-8），这个事实令犹太人感到忿怒。福音传遍世上万国的副产品，是使天生的以色列民被

激动和激怒4（罗十一：14）。这个真理强调，无论是犹太人、列国或个人都无法自然而然地向圣经中的神提

出要求！神满有权能，祂拥有权柄（特权），要转向谁就转向谁。 
 

 (6) 天生的以色列民仍然要对他们拒绝圣经中的神和祂的弥赛亚负责（罗十：21）。 
耶稣基督引用了诗一一八：22-23。“盘石”（申三十二：30），就是匠人（以色列的宗教领袖和教师）所拒

绝的弥赛亚，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即每个信徒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此，国度（以及其特权）将

会从以色列中不信和悖逆的人手中夺去，并且赐给“能结果子的百姓”（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的信徒和顺服的

人）。以色列中不信和悖逆的人必掉在这石头上，这石头必把他们砸得稀烂（太二十一：41-45）！然而，对

于列国中的信徒和顺服的人来说，这石头必成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彼前二：6-
10）。 
 

保罗引用先知以赛亚在赛六十五：2 的话。神论到天生的以色列民，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

（参看太二十三：37-38）。保罗将神向外邦人所施的恩与以色列人持续的悖逆作对比。神的忍耐和恩慈不只

是施与一群百姓，而是施与一群不断悖逆和固执的百姓。这大大强调神的恩典，但同时也显明以色列人的悖逆

是何等深重。 
 

然而，今天神对外邦人和犹太人的信息仍然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参看罗十一：23；参看来四：1）！”对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救恩之路都是一样，就是信靠耶稣（约三：

16；徒四：12；徒十六：31）。 
 

  
 
 
 
 
 
                                                           
4 伊斯兰教徒也会感到冒犯，因为伊斯兰教取了几样犹太教的教义在麦加和麦典拿，例如伊斯兰信众宣称神没有通过耶稣来显示自己，又

耶稣不是弥赛亚，以及耶稣没有死在十字架上和否认祂从死里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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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应用。                     应用 
思想问题。这段经文所教导的哪一个真理可以让基督徒应用？ 
分享和记录。让我们集思广益，从罗十：1-21 想出一些可能的应用，并记录下来。  
思想问题。神希望你把哪个可能的应用变成你个人的生活应用？ 
记录。把这个个人应用写在你的笔记簿上。随时分享你的个人应用。 
（请谨记，每个小组的组员会应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过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应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应

用。） 
 

1. 从罗十：1-21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十：1。 让你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关乎世上失丧的人。 
十：2。 若宗教热心不是按着圣经所显明的真知识，这热心都是绝对徒然的。 
十：3。 总不要试图在神面前立自己的义，反要领受祂的义。 
十：9-10。 要心里相信耶稣基督，口里向其他人承认你的信。 
十：14-15。 要确信人若未听过福音，也不明白福音，就无法相信。 
十：16。 要确保每当你听到圣经的信息，都要真心听从。 
十：19-20。 要去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因为神应许他们必找到神。 
 

2. 从罗十：1-21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要不断听从神的话语，这话语就是我在灵修的时候所读到，以及在教会里所听到的。 
 

我要去向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传福音。 
 

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罗十：1-21 教导我们的真理祷告。  
（就你在这次研经中所学到的教训在祷告中作出回应。练习只用一至两句来祷告。请谨记，每一个小组的组员

会为不同的问题祷告。） 
 

5 
祷告（8 分钟）                                                       ［代求］ 

为他人祷告 
 
分二至三人一组，继续祷告。彼此代祷，也为其他人祈祷（罗十五：30；西四：12）。 
 

6 
备课（2 分钟）                                                       ［习作］ 

准备下一课 
 

 
（组长。写下并分派此家中备课事项给组员，或让他们抄下来）。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门徒、建立教会，并且传扬神的国。 
2. 与另一个人或群体一同传讲、教导或研习罗十：1-21。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以赛亚书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三章阅读半章经文。采用“领受最深

的真理”的灵修方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1) 神的同在：来十三：5-6。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讲授。准备记载在路十六：1-13 中的“聪明的管家”的比喻。采用解释比喻的六个指引。 
6. 祷告。这个星期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祷告，并看看神的作为（诗五：3）。 
7. 更新你关于传扬神的国的笔记簿。包括灵修笔记、背诵笔记、教学笔记和这次准备的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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