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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度。                      第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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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第五十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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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书第五十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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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资源］ 

(2) 诗一一九：105 

 

两人一组复习。 

(2) 神的话语：诗一一九：105。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4 
研经（85 分钟）                                                 ［罗马书］ 

  罗十一：1-36 
 

引言。采用五个研经步骤的方法一同研读罗十一：1-36。 

 

罗马书第九章教导我们，神的旨意从来都不是要拯救每一个天生的以色列民（罗九：6；参看申七：6-10）。

神的旨意一直都是要拯救所有按着祂的权能蒙拣选的人，换句话说，凡相信祂的人（罗九：11；参看徒十三：

48；提后一：9-10）。 
 

罗马书第十章解释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国家失败了。整体的犹太人试图靠守律法得救，而不是藉着相信弥赛亚

（耶稣基督）和祂所成就的救赎大工得救。 
 

罗马书第十一章教导我们，神对（蒙拣选的）以色列人和（蒙拣选的）外邦人的永恒旨意必定完全实现。“以

色列的全数”和“外邦人的全数”必然得救！ 
 

步骤 1. 阅读。       神的话语 

阅读。让我们一起阅读罗十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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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记，在每个小组里，组员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十一：1-24 

探索 1。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以色列民和外邦人之间有着奇妙的互动关系。 
 

 (1) 罗十一：1-10 描述蒙拣选的以色列余民（第 5 节）， 

以及其余的人成了顽梗不化的（第 7 节） 
 

对以色列民不完整的描述。在保罗的时代，以色列被描述为一个既不顺服又顽固的民族。有些人因此得出结

论，认为神已经一次而永久地弃绝了（希腊文：apótheó）（不定过去时态）（第 1 节）以色列民，而且外邦人

已经取代了以色列民。保罗指出这样的描述只有部分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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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没有弃绝祂的百姓。保罗说神从来没有弃绝祂的百姓。“祂的百姓”这个用词不是指天生的以色列民，而是

指那些已经相信耶和华和祂的弥赛亚的天生的以色列民。证明神没有弃绝祂的百姓的证据包括： 

• 保罗本身也是以色列人。 

• 在以色列的历史中，神一直为自己留下“余民”，是未曾向偶像屈膝的（罗十一：1-4；参看赛一：9；亚

十三：7-9；来三：11-12，18-19）。 

• 此外，到了主后一世纪，“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罗十一：5）（参看在使徒行传中数以千

计归信基督的犹太人）。 
 

在过去的历史中，这些来自各个世代的“余民”一起组成了“以色列全家”，他们都要得救（罗十一：26）。

此外，在将来的历史中，神必继续拯救犹太人。在每一个世代里，祂使“因着恩典而蒙拣选的余民”存活。这

些余民一起组成了“以色列的丰满（全数）”（罗十一：12）。 
 

早在主后一世纪的新约时代，就有许多犹太人开始相信耶稣基督（徒二：41，47；四：4；五：14；六：1，

7；九：31，35，42；十四：1；十七：12（参看罗一：16；三：30；四：12；五：18-19；七：4；九：6，

24，27，29；十：1，11-13，16）。 

 

在每个世代，天生的以色列民中都有“余民”得蒙拯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同样都有得救的盼望！然而，天生

的以色列民不是全都得救。“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罗九：27）！只有到了世界

历史终结的时候，神的救赎计划才完成。 
 

神并没有拣选每一个犹太人成为祂子民的一分子。然而，纵观以色列民族的历史，许多犹太人对圣经中的神硬

着心，这也是真确的。因此，神使他们成了顽梗不化的（罗十一：7-10）！这情况已经出现了： 

• 在先知摩西的时代（主前 1527-1407 年）（申二十九：2-4） 

• 在先知以利亚的时代（主前 845 年）（王上十八：18-21） 

• 在先知何西阿的时代（主前 754-714）（何一：6，9） 

• 先知以赛亚的时代（主前 740-680 年）（赛一：9；六：9-10；八：14；十：22） 

• 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主前 627-550 年）（耶五：19，30-31） 

• 在先知撒迦利亚的时代（主前 520-518 年）（亚十三：7-9） 

• 在耶稣基督的时代（主后第一世纪）（约一：11；五：39-40） 

• 在司提反的时代（徒七：51-53） 

• “直到今日”这情况仍然出现（罗十一：8 下）。 
 

在每个时代都有拒绝耶稣基督和祂的义的犹太人。 

罗十一：9-10 强调那些硬着心拒绝神和祂的信息的人所受的惩罚是应得的。 
 

这些人的刚硬并不是容易理解的。 

一方面，“刚硬”意味着： 

• 神以满有权能的方式不给某些人拣选的恩典（罗九：18） 

• 人们“从恩典中坠落了”（加五：4） 

• 人们“失了神的恩”（来十二：15-16）。 
 

另一方面，“刚硬”意味着： 

• 神以满有权能的方式惩罚他们刚硬的心（他们的不信和不顺服）（参看罗一：18，25，28；来四：2，

6）。 
 

许多犹太人心地刚硬，不但拒绝旧约时代的先知（罗十：21；来三：7-11；太二十一：34-36），也拒绝新约时

代的耶稣基督、祂的信息和祂的同工（太十二：2，7，10，14，24；十三：11-15；二十一：43-45；徒七：

51）。这些犹太人试图靠遵行律法获得（赚取）义（救恩），所以他们拒绝蒙神的恩典和藉着相信耶稣基督而

称义（罗九：30-33；弗二：8-9）。因此，神就藉着使他们刚硬来显明祂的忿怒和彰显祂的权能（罗九：22，

18）！ 
 

 (2) 罗十一：11-15 描述如今以色列人和非犹太列国之间的互动关系。 
 

保罗谈论的不是“暂时的硬心”，而是“局部的硬心”（罗十一：26）。犹太人失脚（希腊文：ptaió）（不定

过去时态）不是要他们“跌倒”（失去蒙恩的地位，无法恢复过来）（希腊文：piptó）（不定过去时态、虚拟

语气），反倒因犹太人的“过失”（希腊文：paraptóma）（不信），救恩便临到外邦人。非犹太人的归信要

激动以色列人发愤（罗十一：11）。 
 

保罗谈论的： 

• 不是关乎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长久（永远）的硬心（或终结）（罗十一：11） 

• 不是关乎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暂时（短暂）的硬心（罗十一：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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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关乎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局部的硬心（希腊文：pórósis apo merous）。 

 

这句话不是指神永远弃绝了（希腊文：apótheó）（罗十一：1）以色列，因此以色列没有将来1。 
 

这句话也不是指神暂时使犹太民族硬心，并且将来（在第二次降临之前不久的“大患难”时期）以色列（作为

一个犹太民族）将会再次被建立起来2。 
 

以色列（作为犹太民族）跌倒（失去蒙恩的地位）不是“永久的”，也不是“暂时的”，而是“局部的”！信

神的余民或其余的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罗九：6 下）从没有被神丢弃！ 
 

前一段经文（罗十一：1-10）谈论的是“余民的拣选”（罗十一：5）（希腊文：leimma，limmatos，参考

limit）。“其余的”（希腊文：loipos）以色列人（作为犹太民族）已经成了顽梗不化的（罗十一：7）。“余

民”和“其余的”都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因此，问题并不是以色列人（作为犹太民族）“暂时的硬心”，而是

“局部的硬心”！此外，在所有非犹太民族中，只有一部分蒙拣选，另一部分却没有蒙拣选（约十三：18；罗

八：29-30，33；帖后二：13-14；提后一：9-10；提后二：19）。 
  

这段经文（罗十一：11-16）不是谈论犹太民族完全被弃绝或完全被接纳，而是谈论犹太民族局部被弃绝和局
部被接纳！它不是谈论永久或暂时的跌倒，而是谈论局部的跌倒！因为犹太人的“过失”（希腊文：

paraptóma），“救恩”便临到非犹太人，要激动犹太人发愤（罗十一：11）。若犹太人这种局部的“过失”

（跌倒）和“失败”（希腊文：héttéma）为世上一部分的非犹太人的富足，何况蒙拣选的犹太人的“丰满”

（希腊文：pléróma）（全数）呢（以脱离死亡而得永生表明出来的富足）（罗十一：12）？若犹太人局部

“被丢弃”（希腊文：apobolé），世上一部分的外邦人就得（与神）“和好”（希腊文：katallagé）；全部蒙

拣选的犹太人“被收纳”（希腊文：proslémpsis），岂不是“从永死复活进入永生”吗（结三十六：25-27；三

十七：14；路十五：24，32 和弗二：1，5；五：14）？ 
 

接下来的经文（罗十一：17-24）谈论“只有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非犹太人）得与根接上（换句话说，与

耶稣基督接上）并与天然的橄榄树接上（换句话说，与祂的子民或教会接上）（比较林前十二：13）”。不信

的犹太人仍然从橄榄树上被折下来。 
 

局部被丢弃与局部被收纳的对比（罗十一：12，15）。在第 12 节和第 15 节中，希腊文原文并没有动词可以让
我们区分现在时态和将来时态。人们可能不会认为这是指将来的！经文的处境是指到现在，而不是将来！ 
 

前文（罗十一：1-10）和下文（罗十一：17-24）显明保罗不是谈论将来在末日发生的事件，而是谈论目前发生

的事件，就是从基督第一次降临（保罗的时代）到基督第二次降临（末日），那时候，天生的以色列民（罗十

一：12，26）和天生的非犹太人（外邦人）（罗十一：25）中得救的人终极的丰满（或全数）添满了。 
 

罗十一：25-26 明确地指出，来自世上万国（包括以色列）得救的人最终的全数是同时添满的！根据希腊文词

典（Greek-English Lexicon of the New Testament, Bauer, Arndt en Gingrich)，希腊文“kai outós”这个字（罗十

一：26）不可译作“此后”（表示时间），而是译作“于是（这样）”（表示情态）。正如在先知以利亚时代

的七千人是“余民”（罗十一：4），于是（希腊文：outós），一位救主从锡安（以色列）出来，要在祂第一

次降临的时候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约四：22）。只有余民（信徒）得救，其余的人都成了顽梗不化的（罗

十一：26）。于是（希腊文：outós）在使徒保罗的时代有余民（罗十一：5）。于是（希腊文：outós），在每

个时代都有一部分得救的犹太人，直到相信基督的犹太人的全数添满，同时相信基督的外邦人的全数也添满。

于是，（这样）（希腊文：outós）“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1 有些人指出犹太民族是长久或永远硬心的。他们说“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已经被教会（作为神的子民）取代了。这种替代学说并不

合乎圣经！“以色列”（作为神的子民）并没有终止，也没有被取代，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延续下去（成为了现实，不再是影儿，西二：

16-17；来九：8-10），并且扩展（扩大）到包括那些相信耶稣基督的非犹太人！此外，天生的以色列民必延续下去，直到耶稣基督第二

次降临（太二十四：34）。 
2 “以色列民暂时的硬心”是时代论所教导的学说。 

所谓的第五个时代（“律法时代”）是摩西和耶稣之间的时期。根据时代论，犹太人可以藉着行律法称义。 

所谓的第六个时代（“恩典时代或教会时代”）是现今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所谓的基督第一次再来（教会被提）之间的时期。那时，

人们（特别是非犹太人）因相信耶稣基督而蒙神恩典得称为义，但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仍是硬心的（藉着不信和不顺服显明出来）。 

所谓的第七个时代（“千禧年国度的时代”）是所谓的耶稣第二次再来（显现）和所谓的“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之间的时期。 

那时，以色列全家（作为犹太民族的身分）必得救，在耶路撒冷统管现今的世界。时代论并不合乎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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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这个词（希腊文：pas）不是指所有曾经活过的犹太人，而是指犹太民族中凡以耶稣基督为代表的人

（参看罗五：15-19），而不只是以雅各为代表！ 

外邦人的信激动犹太人发愤（罗十一：13-14）。保罗对自己目前作“外邦人的使徒”的职分引以为荣，因为

他可以激动犹太人发愤，希望藉此拯救犹太人（罗十一：13；参看林前九：19-22）。在世界各地和历史中，

犹太人若不是长久不信，他们必得救（罗十一：23）。保罗明确地指出，天生的以色列民中的犹太人“现在”

（在保罗活着的时代）领受神的恩典（罗十一：30-31）。 
 

神奇妙的救赎计划是：若没有信主的犹太人，非犹太人就不会得救；若没有信主的非犹太人（外邦人），犹太

人就不会得救（罗十一：15）！翻译如下：“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

生吗？”天生的以色列民部分被丢弃，使世上列国（也只是一部分）得与神“和好”。耶稣基督自祂第一次降

临就是“救世主（世界的救主）”（约四：42）。这里所说的“世界”并不是由所有曾经活过的人组成的，而

是由所有蒙拣选的犹太人、所有蒙拣选的撒玛利亚人（半犹太人），以及所有蒙拣选的外邦人（非犹太人）组

成的。 
 

犹太民族中有一部分人不顺服，这一次又一次引致其余的犹太人（例如使徒）向世上的外邦人宣讲福音，正如

徒十三：44-48，十八：6 和二十八：23-28 所展示的。结果，世上有一部分的外邦人（非犹太人）（因此不是

所有的外邦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得与神和好，也因着爱而得与天生的以色列民中信主

的犹太人和好（弗二：11-22；三：2-6）。 
 

在神奇妙的旨意中，每当非犹太人（外邦人）得救，都激动犹太人发愤（罗十一：13-14），这样，许多犹太

人也因此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罗十一：31）3。神的救赎计划并没有延迟到末世（正如时代论所教导的那

样），而是自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已经进行了！罗十一：12 和 15 指的是现在（目前），而不是后来（将

来）！相信基督的外邦人和相信基督的犹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现在（目前）展开了，正如罗十一：30-31 所清

楚教导的那样！ 
 

当这些因犯罪而变得刚硬的犹太人看见非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后经历巨大的改变时，这些犹太人就会发愤，也

回转归信耶稣基督。先知以西结（结三十六：25-27；三十七：14）、主耶稣基督（路十五：24，32）和使徒

保罗（弗二：1，5；五：14）把从前因犯罪而心里刚硬的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改变称为“死而复生”（罗十

一：15）！ 
 

因此，若没有信主的犹太人（其中包括保罗等人，以及他们记录下来的新约圣经），非犹太人（外邦人）就不

会得救（参看在赛四十九：22 和六十六：18-19 中的预言）；此外，若没有信主的非犹太人（在整个宣教历史

当中），犹太人就不会得救（参看在赛六十六：20-21 中的预言、在罗十一：31 中的实况，以及启三：9）！ 
 

(3) 罗十一：16-24 描述只有藉着信才可以和根（代表）接上。 

在这段经文中，保罗特别对非犹太基督徒说话（参看第 13 节），这样，他们就不会误解或忘记神对犹太人

（他自己同族的人）的救赎计划（参看第 14 节）。 
 

神已经与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立约。祂说：“我要作你们的神，你们要作我的子民，直到永远。”犹太

民族（先祖的后裔）有部分是硬心的，这并没有破坏神与以色列其余相信的人所立的约。 
 

初熟的果子作为全体的圣洁代表（罗十一：16）。翻译：“所献的新面（希腊文：aparché）若是圣洁，全团

也就圣洁了。树根（希腊文：riza）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这两个描述都解释了同一个真理：就是圣

洁的代表使每个与之相连的人都成圣（成为圣洁）（参看罗五：17-19 谈到耶稣基督是代表）。 
 

以色列人把初熟的麦子磨面，做成面团作饼，当举祭奉献给耶和华，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民十五：17-

21）。这样，他们把自己五谷的庄稼都献给耶和华。“圣洁”的意思是“从世俗的一般用途分别出来，献给耶

和华”。这样，他们把自己所有的庄稼都献给耶和华，把它视作从耶和华手中领受的恩典。 
 

树根作为全体的圣洁代表（罗十一：17-21）。正如亚当是他肉身所生的后裔的代表，同样，耶稣基督是祂所

有的属灵后裔（信徒）的代表（罗五：15-19）。同样，树根是所有与它相连的树枝的代表。一棵树上所有的

枝子都与这棵树的生命和它的圣洁有分（参看林前一：30）。 
 

培植而成的橄榄树是一种高生产力的树，它代表神立约之民，当中信主的犹太人只是其开始的部分（耶十一：

16-17），信主的非犹太人则是其延续和延伸的部分（罗十一：24）。野橄榄树是其中一种最没有价值的树，

它代表外邦列国。培植而成的橄榄树的树枝代表天生的以色列民中每一个相信圣经中的神的人。野橄榄树的树
枝代表外邦列国中每一个信徒。橄榄树的根代表相信神并与神立约的先祖（罗十一：28），归根究柢，它代表

主耶稣基督自己，也就是立约的“根”（启二十二：16）。 

 
3 因此，不是所谓的耶稣基督后来在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显现”使犹太人归向基督（正如时代论所教导的），而是在现在和每个世代传扬

福音，激动犹太人发愤，使犹太人归向基督（罗十一：11，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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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基督是一群来自犹太羊圈和外邦羊圈的羊的唯一牧人（约十：16）。 

• 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唯一根基（林前三：10-11；参看林前十二：13）。 

• 耶稣基督是（约的）一个子孙（加三：16）！ 

• 耶稣基督是那使人和睦的，祂拆毁了犹太信徒和非犹太信徒中间隔断的墙（礼仪律法），并废掉冤仇，将

两群信徒造成一个新人或一个身体（教会）（弗二：11-22）。 

• 耶稣基督是（约的）保证者（中保）（来七：22）。 

• 耶稣基督也是（约的）中保（来八：6）。 

这根不但托着信主的犹太人，也托着信主的外邦人。 
 

所有与这圣洁的根相连的枝子，都是真正的信徒。他们从世界分别出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彼前二：9-

10），不管他们起初是来自培植而成的橄榄树，还是野橄榄树。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非犹太人是一次而永久地
得“接在”他们当中（每个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4。他们因着信而“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罗十一：

17）5。他们因着信而得以接在元首耶稣基督的身体上，并且以完全平等的地位成为神立约之民的一分子。然

而，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被砍下来，丢在神立约之民以外（参看太八：11-12；二十一：

42-44；参看约十五：6）。 
 

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以完全平等的地位与树根──耶稣基督联合。“犹太人和外邦人并没有分

别”（罗十：12-13；加三：28；弗二：14-18；三：2-6；西三：11-12）。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非犹太人，

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教会）（参看林前十二：12-13；弗一：13；二：11-22；三：2-6）。 
 

在旧约时期，神立约之民起初是由天生的以色列民中的信徒和一些非犹太人信徒所组成的（赛五十六：3-

8）。在新约时期，神立约之民是由世上万国中的信徒所组成的，包括犹太人（罗一：16；加三：26-29；彼前

二：9-10）。在新约中，神立约之民又称为“神的国”或“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一个普世的教会）。 
 

神的严厉和神的恩慈（罗十一：22-24）。天生以色列民中的犹太人，若不遵守神立约的要求，也就是相信耶

稣基督，都不会得救，不但现在如此，将来（末后）也是如此！这是神的严厉。犹太人若不是长久不信，就必

永远得救。这是神的恩慈。神对天生的以色列民的严厉和恩慈（参看耶十八：5-12）与神对世上所有天生的非

犹太民族的严厉和恩慈，是完全一样的（约三：16-18，36）。 
 

外邦列国中的信徒必定不可忘记，神立约之民始于天生的以色列民中的信徒（罗一：16；参看太十：5-6）。

然而，基督自祂第一次降临以来一直将祂的立约之民延续和扩展，到包括世上万国中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参看

太二十八：19）。 

 

人得以接在神的约（国度、教会）中，完全取决于一个原则，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6。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唯有

藉着相信耶稣基督，才得以接在神的立约之民中，与先祖一同得着约的福分（加三：26-29；来十一：6）。 
 

“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十：12-13）！ 
 

 

 
4 希腊文：egkentrizó en autois。不是：“取代他们的地位”（取代论），而是“在他们当中”，因此他们在橄榄树（神立约之民）当中和树根

（耶稣基督）当中拥有完全同等的地位（弗二：11-22；三：2-6）。希腊语英语词典（The Greek-English Lexicon），第 215 页。 
5 时代论认为，教会被接在以色列犹太民族当中，而犹太民族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然而，罗马书第十一章明确地指出，那些被接在橄榄

树上的外邦人（非犹太人）信徒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橄榄树不是代表以色列犹太民族，而是代表神的子民，当中包括犹太人信徒和

非犹太人信徒。此外，树根不是代表犹太人的先祖雅各，而是代表耶稣基督──祂是犹太人信徒和外邦人信徒的主。因此，新约教会并

不是接在犹太民族当中，而是接在弥赛亚──耶稣基督中！犹太人信徒和非犹太人信徒，都是从一个灵（耶稣基督的灵）受洗，成为一

个身体（耶稣基督的身体）（林前十二：13）！不要忘记，真正的以色列不是犹太民族，而是“主的仆人”、主耶稣基督（赛四十九：3，

6）！凡指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夸口，并且成为新造的人的，都是“神的以色列民”（加六：14-16，相反，不信的犹太人称为“属肉体的以

色列人”）（希腊文：Israel kata sarka）（林前十：18）。 
6 来十一：6-8，21-27。非犹太人（挪亚和亚伯拉罕）和犹太人（雅各、约瑟、摩西）单单因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犹太人不是因所谓基督

在第二次降临时的显现而得救！希伯来书正是写给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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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5-32 

探索 2。在神的救赎计划中，蒙拣选的外邦人的全数和蒙拣选的犹太人的全数，将会在同一时间添满。 
 

罗十一：25-32 解释了“外邦人的丰满”和“以色列人的丰满”之间的关系。“奥秘”这个词是指从前在旧约

时期隐藏的真理，但同时在新约中已经显明出来。这奥秘就是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非犹太人一同成为神的后

嗣，犹太人的得救和非犹太人的得救是彼此依赖的，并且蒙拣选的外邦人信徒和犹太人信徒的全数，将会同时
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添满。 
  

 (1) 这奥秘就是信主的非犹太人（外邦人）和信主的犹太人同样都是后嗣。 

保罗在第 25 节中所说的奥秘，就是神在新约中展开的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解释了信主的犹太人和信主的

外邦人之间全新的关系。 
 

罗十一：25 中所说的奥秘与弗三：2-6 中所说的奥秘是相关的。旧约的先知不知道的事，已经向新约的使徒显

明了。神向他们显明，祂的救赎计划不仅包括信主的犹太人，也包括信主的非犹太人（外邦人）（参看徒十：

24-25）。信主的非犹太人（外邦人）和信主的犹太人必一同成为： 

• “一个牧人（耶稣基督）的一群”（约十：16） 

• “同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的肢体”（林前十二：13） 

• “神的殿”（林后六：16） 

• “神立约之民的后嗣”（加三：27-29） 

• “神的以色列民”（加六：14-16） 

•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一个新人”（弗二：14-18） 

• “同蒙圣经中的应许的人”（弗三：2-6；参看林后一：20） 

• “神的子民”（彼前二：9-10）。 
 

参看门徒训练手册 11，第 34 课，罗九：4-9，问题 1 中的“比较旧约和新约中表示神的子民的用词”。 
 

 (2) 这奥秘就是非犹太人的得救和犹太人的得救是彼此依赖的。 

罗十一：11-15 强调神的奥秘的精髓，就是“非犹太人的得救和犹太人的得救是彼此依赖的”。它指到一系列

使外邦人信徒和犹太人信徒得救的奇妙事件。在罗十一：26，“真正的以色列民”是由相信耶稣基督、没有被

神弃绝的人所组成的！ 
  

 (3) 这奥秘就是信主的非犹太人（外邦人）的全数 

和信主的犹太人的全数将会同时添满。 

在罗十一：25-26，保罗强调这奥秘就是外邦人的全数和以色列人的全数，将会在历史的终结、基督第二次降

临的时候同时添满。“神给我们（也就是新约的信徒）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旧约的信徒）若不与我们同

得，就不能完全”（来十一：40）。 
 

“以色列全家”（罗十一：26）或“以色列的丰满”（罗十一：12）必须等待“外邦人的丰满”（罗十一：

25），然后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将会以神的子民（参看启二十一：3，“他们要作他的子民”——复

数）的一分子的身分再次出现。现在，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民族）的形象是无法识别的，因为以色列（作为

一个犹太民族）是四分五裂的（信徒与非信徒之间），而且似乎是被弃绝的。保罗说，以色列（作为一个犹太

民族）的这个形象是“局部的”和“暂时的”。 
 

当“外邦人的丰满”（外邦人中蒙拣选的信徒的全数）添满的时候，“以色列人的丰满”（犹太人中蒙拣选的

信徒的全数）也必显明出来！这奥秘就是天生的以色列民（犹太民族）有部分是硬心的，这情况一直持续到末

日。只有到了末日的时候，由天生的以色列民中蒙拣选的信徒的全数所组成（罗九：6）、作为神的子民的真

以色列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民族），才会完全显明出来。这将会与外邦人的丰满，也就是由天生的外邦人

中蒙拣选的信徒的全数所组成的，同时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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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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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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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6 

问题 1。“以色列全家”是什么意思呢？ 

笔记。 
 

 (1) 罗十一：25 与罗十一：26 之间的关系。 

“以色列全家得救”不是“奥秘”的内容，而是“奥秘”的结果。这奥秘显明天生的以色列民局部被丢弃和外

邦信徒的全数得救之间的彼此依赖，是“以色列全家”（希腊文：pas Israel）或以色列的“丰满”（希腊文：

to pléróma）（罗十一：12）得救的途径。 
 

这种认为“奥秘”是指所有（天生的）以色列人都得救的观点是错误的。 
 

 (2) “以色列全家”这句话不可能引申至包括历世历代所有属天生以色列民的人。 

这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全家”这个词（希腊文：pas）总是指所有人，并无例外。因此，他们教导普及
救恩，就是曾活在世上的所有犹太人都得救。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在罗五：17-19 中，“pas”

这个字显然是指“所有人都与他们的代表连在一起”，而不是指“所有曾经活过的人”！神论到不信的犹太人

说：“你们不作我的子民（希伯来文：lo ammi），我也不作你们的神”（何一：9）！ 
 

在新约和旧约中，神都弃绝不信和悖逆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但十二：2；太八：12；来四：2，6）。一

个人（犹太人）“若”将（希腊文：katechó）（虚拟语气，不定过去时态）起初确实的信心（信念、保证）

（希腊文：arché tés hupostaseós）坚持到底（来三：14），就（仍然）（完成时态）在耶稣基督里“有分”了

（希腊文：metochos）（来三：14），或于圣灵有分（来六：4）。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信徒的坚持是从他

持续的忠心彰显出来的。非信徒是永远失丧的（约三：16）。在罗九：27，保罗明确地排除了普及救恩：“以

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 
 

这种认为“以色列全家”是指所有曾经活在世上的犹太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3) “以色列全家”这句话不可能只限于在末日的以色列民。 

这种（错误的）观点认为，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不久的时期（因此，就是在所谓的第六个

时代──教会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暂时的硬心”已经遍及整个以色列犹太民族。这段所谓以色列暂时硬心

的时期，就是但九：24-27 中六十九个七与七十个七之间所谓的“缺口”或“过渡时期”。可是，参看

www.deltacourse.org，Delta Plus study 15 课程中解释但以理书的部分。只有在基督“显现”（希腊文：

apokalypsis）7 之前不久的所谓大患难开始之前或中间的所谓“教会被提”基督（“降临”）（希腊文：

parousia）的时期，神将会恢复祂延迟了救赎以色列的计划，并开始所谓的“拯救整个犹太民族”（希腊文：

pas Israel）。 
 

这个观点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早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许多犹太人相信了：除了亚伯拉罕，希伯来人（创十

四：13；十五：6）、亚摩利人（结十六：3，45），还有旧约时代犹太的信心英雄（来十一：1-40）、在摩西

时代归信的犹太人（申三十一：2，6），在先知以利亚时代七千个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人（王上十九：18），以

及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余民（赛一：9；二十八：16）。 
 

这个观点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事实，就是在耶稣和使徒时代有许多犹太人相信了：例如，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徒

一：15）、在五旬节那天信主的三千人（徒二：41），信了真道的五千人（徒四：4）“天天增加得救”的犹

太人（徒二：47；六：7）、在耶路撒冷数以万计信主的人（徒二十一：20），以及“如今（主后 57 年，保罗

写信给罗马信徒的时候），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罗十一：5）、在加拉太（加三：28）、在

哥林多（林前十二：13）、在罗马（罗一：16）、在以弗所（弗二：11-22；三：2-6）、在歌罗西（西三：

11）的，等等（启一：12-13）。 
 

这种认为“以色列全家”是指在末日的以色列民的观点是错误的。 
 

(4) “以色列全家”这句话不是指天生的以色列民， 

换句话说，保罗没有作出任何关乎犹太民族的陈述。 

罗九：6 教导我们：“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在整个第九章中，使徒保罗都反对以民

族的角度来描述以色列。天生的犹太人并不因他们是从天生的犹太人父母生的而成为“真正的以色列人”或

“神的儿女”。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成为“神的儿女”和“真正的以色列民”，单单是因着重生（罗二：

28-29），因着神权能的应许、拣选、呼召、慈爱和怜悯（罗九：6-18）。耶稣基督对犹太人说：“人若不重

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就不能进神的国”（约三：3，5）。基督说“你们必须重生”，犹太人不要以为希

奇（约三：8）！ 
 

 
7 在太二十四：29-31 中“parousia”这个字，以及在路十七：30-35 中“apokalupsis”这个字，都清楚地显明，不会有两次的第二次降临（一个

是为教会降临的，另一个是与教会一同降临的）（中间相隔三年半或七年），而是只有一次的第二次降临！这两段经文都指出，基督徒

必经历大患难！ 



 

©  2016 “空中门训” 门徒训练手册 12                第 38课：罗十一：1-36  8 

这种认为“以色列全家”是指所有曾经活在世上的天生犹太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5)  “以色列全家”这句话是指在整个救赎历史中， 

犹太人当中蒙拣选的信徒的“全数”或“丰满”。 

这不是指一些在末后的犹太人，这些人以某种相对于他们过去的“过失”（希腊文：paraptóma）（不信）和

“失败”（希腊文：héttéma）（罗十一：11-16）的方式“满足”（源自希腊文：pléroó）神所要求的义。 
 

这是指将会得救的犹太人的“全数”（希腊文：pléróma）。这个数目是世界历史上各世代的犹太信徒的余民

加起来所得的总数，例如： 

• 在以利亚时代的“余民”（王上十九：18） 

• 在以赛亚时代的“余民”（赛一：9；二：4；罗九：27） 

• 在耶稣基督时代“小群”的门徒（路十二：32） 

• 尽管如此，“以色列中许多人”（路二：34；参看徒二：41，47；四：4，六：7；九：31） 

• 在保罗时代的“余民”（罗十一：5） 

• 以及接下来“在各个世代的余民”（罗十一：23），直到第二次降临为止（太十：23）。 
 

保罗所关注的，并不是将要得救的犹太人的数目有多少，而是将来总会有犹太人成为神立约之民。然而，启

七：9 说：“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包括许多相信耶稣基督

的犹太人。 
 

 

十一：26 

问题 2。“以色列全家”什么时候才得救呢？8 

笔记。 
 

 (1) 罗十一：23 不是一个预言性的陈述，指出所有（天生的）犹太人都必得救。 

在罗十一：11-12，保罗心里想到的，并不是在末后的日子天生的以色列民全部都得救，而是直到末后的日

子，在整个救赎历史中蒙拣选的犹太人得救的全数。 
 

罗十一：11，14 说，天生的以色列民现在（如今）（换句话说，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就必须被激动而发

愤，好叫蒙拣选的犹太人余民现在（换句话说，自基督第一次降临以后）可以得救。这正是使徒保罗在非犹太

人中所作的事工（罗十一：30-31）。 
 

因此，在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属于“以色列全家”的，就是历世历代因有福音传给非犹太人（外邦人）和犹太人

而信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罗一：16）。看看耶稣在

地上的传道工作开始的时候给使徒的使命：首先是往犹太人那里去（太十：5-6），然后，到了祂在地上的传

道工作结束的时候，祂给使徒的使命：也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太二十八：19）！ 
 

若许多从旧约时代直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期间的犹太人被丢弃（希腊文：apobolé），世上许多非犹太人就得

与神和好（希腊文：katallagé）；那么，许多犹太人因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期间有福音传给他们而被收纳（希

腊文：proslémpsis），就带来“死而复生”了（希腊文：zóé ek nekrón）（罗十一：15）。这是指有许多灵性

死亡的犹太人将会得到永生。先知以西结（结三十六：25-27；三十七：14），主耶稣基督（路十五：24，

32）和使徒保罗（弗二：1，5；五：14）把从前因犯罪而心里刚硬的犹太人所经历的巨大改变称为“死而复

生”（罗十一：15）！ 
 

这不可能是指“所有曾经活在世上的犹太人都归信”，也不可能是指在这地上有“所谓的千禧年国度”，在这

国度里犹太人将会作领导，犹太宣教士将会带领不可胜数的非犹太人归信基督，并且给这地带来最大的福分，

因为根据时代论的支持者所言，这事件（以色列的丰满）只会在“外邦人的丰满”之后发生，然后就不再有外

邦人可以或将会归信了！ 
 

 
8 罗十一：25-26的翻译：“a partial hardening（希腊文：pórósis apo merous）has come over（希腊文：ginomai）（完成时态）Israel, until th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s have come in, and so（希腊文：kai houtós）all Israel will be saved”（译按：中文圣经《新汉语译本》把这一节译作：

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顽梗的，一直等到外族人的全数都进去；这样，全以色列要得到拯救”。）这是绝对正确的：希腊原文圣经、

英文译本（KJV、NASB、NIV），荷兰文译本（SV、BBG、 KBS、HSV）、南非译本（NAV）、丹麦和其他译本（希腊文词典 Greek 

Lexicon of Bauer, Arndt en Gingrich。） 

  然而，以下这个翻译：“a temporary hardening has come over Israel, until the fullness of the Gentiles have come in, and thereafter or then all 

Israel will be saved”（中文翻译：以色列人暂时是顽梗的，一直等到外族人的全数都进去；之后或然后，全以色列要得到拯救”。）这是错

误的！这样的翻译源于时代论，可见于一些译自美国译本的圣经译本 (the Living Bible 和 Good News for Modern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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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十一：23 说：“而且他们（犹太人）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神能够把他们从新接上。”这节

经文并不是一个预言性的陈述：“在末后的日子，整个天生以色列民族都不会长久不信”！ 
 

保罗要说的是，只有当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符合要求，也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才得以接在树根上。这样，非犹太

人和犹太人就接在橄榄树上，合成一群，成为神的子民（约十：16）或一个教会（林前十二：13）。人唯有听

了福音之后因信得救，这个原则在世界历史上每个世代都是真确的。罗十：14-17 和弗一：13 都明确地教导这

一点。保罗认为犹太人得救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藉着现今福音的传扬，并且个人凭信心对福音作出回应，此外

没有别的途径。 
 

 (2) 罗十一：26 的意思不是：“以色列人暂时是硬心的，然后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在第 25 和 26 节，保罗不是说：“以色列人暂时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

救。”保罗并没有暗示，在外邦人进入神的国之后，会有一个过渡时期（例如“大患难”），在这个时期，犹

太民族必得救。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在外邦人进入神的国和世界末日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此外，圣经

中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到了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整个犹太民族都要归信。外邦人和犹太人的结局必同时

临到（太十三：37-43；二十四：21-31；二十五：31-33；彼后三：7-13；启二十：11-15）！ 
 

(3)  罗十一：26 的意思是：“以色列人当中有一部分是硬心的， 

 于是（这样），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第 25 节原文中的字词只可以译作“以色列人当中有”（并且仍然存在）（希腊文：tó Israel gegonen）（完成

时态）“一部分是硬心的”（希腊文：pórósis apo merous）。完成时态表明犹太人有一部分是硬心的，这种情

况一直持续到基督第二次降临！ 
 

第 26 节原文中的字词只可以译作“于是（这样）”（希腊文：kai houtós），而不可译作：“之后（然

后）”。因为犹太人对基督硬心，所以基督就去到非犹太人（外邦人）那里（例如，徒十三：45-51）；因为

非犹太人归信了，所以犹太人就被激动而发愤，这样，他们也信了基督。 
 

以色列人经历一段局部（因此不是全部）硬心的时期，那时候，许多非犹太人（因此不是所有非犹太人）归

信，并且进了神的国。这样，与此同时，有一部分的犹太人（余民）并没有硬心，这群犹太民族的余民也进了

神的国！保罗谈论的，并不是犹太人得救的时刻，而是犹太人得救的方式。现在犹太人已经得救了（换句话

说，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开始），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保罗指出，天生的以色列民部分的硬心和外邦列国中的信徒全数的得救之间彼此依赖的关系，也是神拯救以色

列民的全数的方式！犹太信徒的全数添满的时刻，与外邦信徒的全数添满的时刻将会是一致的！这不会在之前

或之后发生！ 
 

对非犹太人和犹太人来说，在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基督第二次降临之间的救赎历史是相似的。对非犹太人和犹太

人来说，救赎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罗十：12-13）！神在旧约时期所立的约早已包括非犹太人（外邦人）

（创十二：3；参看赛五十六：3-8）。但神所立的约要求犹太人相信，也要求非犹太人相信（罗一：16；十

一：23）。圣经明确地教导我们，历世历代以来，那不信的犹太人和不信的非犹太人都不能得救（罗二：9；

太八：11-12；二十一：42-44）。此外，圣经也明确地教导我们，历世历代以来，那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和

非犹太人组成一个有机体，藉着以下各象征表明出来： 

• 基督的一群（约十：16） 

• 神的一家（加三：26-29） 

• 一个新人、神的家，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弗二：11-22） 

• 一个基督的身体（林前十二：13；弗三：6） 

• 一棵橄榄树（耶十一：16-17；罗十一：17-24） 

• 一群蒙神拣选的圣洁子民（彼前二：9-10）。 

• 一个新耶路撒冷、基督的新妇（启二十一：9-14，参看来十二：22-24，加四：21-31，论到非犹太人）。 

有一部分的非犹太人和犹太人得救，这个情况将会在世界历史上各世代一直延续下去，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的

时候。只有到了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外邦人中蒙拣选的信徒的丰满（全数）和犹太人中蒙拣选的信徒的丰

满（全数）才会同时添满。 
 

此外，非犹太人和犹太人得救的机会，也将会在基督第二次降临之前同时结束。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没

有人能够或将会归信，因为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门必关上，此后，就再没有人能够进入天国了（太二十

五：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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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天生的以色列民（犹太民族）不会归信，因为旧约的预言（亚十二：10）不是在基

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应验，而是根据新约的启示（约十九：18，37）已经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应验
了！ 
 

此外，耶稣对犹太人说，他们不会以另一种有别于非犹太人的方式归信。“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

希奇！……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三：7，18，

36）！ 
 

 

十一：26-27 

问题 3。应当如何看待罗十一：26-27 中的预言呢？ 

笔记。 
 

 (1) 这些旧约预言所指的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 

罗十一：26-27 引用了记载在旧约中的预言，所指的是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以色列信徒的得救。救主弥赛亚

的任务是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在罗十一：26 下，保罗不是从旧约引用一节特定的经文，而是综合几节旧

约经文作出总结式的引用。 
 

救主弥赛亚在祂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将会是： 

• 来自锡安（希腊文：ek Zion）（换句话说，来自犹大）（弥五：2；太二：6）。 

• 来到锡安（赛五十九：20 的希伯来文经文；参看太十：5-8）。 

• 为了锡安（因锡安的缘故）而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赛五十九：20 的希腊文经文）。 

• 与他们立约。“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赛五十九：21）。 
 

 (2) 这些预言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应验了。 

旧约引文中所预言的事，不会在末后的日子应验，因为它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应验了。救主弥赛亚： 

• 生在伯利恒，因此是来自锡安（以色列）（太二：6；约四：22）。 

• 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但他们不接待（欢迎）祂（太十五：24；约一：11）。 

• 为了以色列而来，“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太一：21；十：6；路十九：10；加四：4-5），

但许多人“退去，不再和祂同行”（约六：66）。 

• 祂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新约（耶三十一：31-34；太二十六：28；来八：6-13），但以色列家不恒心守

约，“祂也不理他们”（来八：9）。 
 

这些预言表明，以色列得救并不是得拯救脱离地上的仇敌（例如，耶稣时代的罗马人，或末后的敌基督和他的

军兵）（启十九：19），而是得拯救脱离自己的不敬虔和罪恶！在这些预言中，旧约众先知考察耶稣基督在祂

第一次降临的时候会做什么（彼前一：9-12），而不是考察耶稣基督在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会做什么！ 
 

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不是从地上的锡安出来，而是从天上来的”（希腊文：ap’ ouranou）（帖前四：

16；启十九：11）。此外，在祂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得拯救脱离不敬虔并且罪得赦免再也没有可能了！“地上

万国都要哀哭”，因为他们再也不能归信了（太二十四：30，39-41，50-51；太二十五：10-13，30，41-46；

启六：12-17）。 
 

保罗没有偏离罗马书的主题，也就是“因信称义”。在罗马书第九至十一章，他指出因信称义是历史性的： 

• 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单单因信称义（罗四：1-8；九：25 至十：8；十：16-18）。 

• 在新约时代（耶稣和保罗在世的时代），犹太人单单因信称义（可一：14-15；约三：16，18，36；六：

29，40；罗十：9-15）。 

• 在接下来的多个世纪，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犹太人单单因信称义（罗十一：23，26-27）。对犹太人来

说，也没有其他得救的途径！“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太十：5-6；徒十七：

1-4），后是希利尼人”（罗一：16；太二十八：19；徒十三：46-47）。 

• 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犹太人（天生的以色列民）不会归信并得救。新约的启示明确地教导我们，亚

十二：10（主前 520-518 年）的预言（“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

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不是指基督第二次降临，而是指基督第一次降临：指

祂被钉在十字架上（约十九：37）、人们遭遇患难和愁苦（路二十三：48-49；约二十：11；徒二：37）、

五旬节圣灵浇灌（参看徒二：16-17），以及基督徒的祷告（徒四：23-31；十二：5，12）！ 
 

因此，现在必须传扬福音，尤其是向犹太人传扬，好叫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并且得救。“现在正是悦纳的时

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六：2）。这正是使徒所做的事，将福音传给犹太人，叫他们悔改（徒

二：14，38；三：12，19；四：8-12；五：14，20，28；六：7；八：4；等等）。今天，基督徒也要做同样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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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8 

问题 4。犹太人如何被视为“仇敌”和“蒙爱的”？ 
 

笔记。那些组成以色列民中蒙拣选的信徒的全数（“以色列的丰满”）的人，一方面被视为“仇敌”，另一方

面被视为“蒙爱的”。经文的背景（罗十一：30-31）表明，保罗不是谈论“天生的以色列民”（有些人认为

他们是“蒙神所爱的”）。他谈论的是“天生的以色列民当中所有组成真以色列的人”，换句话说，他谈论的

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参看罗九：6）。神继续“恨恶”（换句话说，不拣选）那些行恶、继续拒绝

神和喜爱强暴（申七：7-8；玛一：2-3；罗九：13；参看诗五：6；十一：5）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罗

九：13）。 
 

在罗十一：28，“仇敌”和“蒙爱的”是同一群人。这种情况在世界历史上再三出现，这群人起初是基督、福

音和基督徒的“仇敌”。可是，当神开始向非犹太人施怜悯时，这些“仇敌”也回转归向耶稣基督，成为“蒙

爱的”，蒙基督和基督徒所爱。 
 

非犹太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外邦人还作“仇敌”的时候，藉着耶稣基督的死得与神和好（罗五：9-11）。他

们成了蒙拣选、蒙召和称义的人，现在也成为“蒙爱的”（罗八：30-39）。此外，使徒彼得也提到那些“从

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的人（彼前二：9-10）。 
 

从前作“仇敌”的在归信之后称为“蒙爱的”，这是“为列祖的缘故”，换句话说，因为神实现了祂给列祖的

应许，祂也必实现祂给列祖的后裔中凡相信的人的应许（创二十二：17-18；加三：29）。比较一下使徒保罗

在归信之前作为“仇敌”的生命（徒二十六：9-11）和他归信之后作为“蒙爱的人”的生命（徒二十六：19-

23）。 
 

 

十一：29 

问题 5。“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句话应当如何理解呢？ 
 

笔记。这句话不可能是指神对天生的以色列民的爱。它也不可能是指有些人所提出的解释：神起初在多个世代

以来容让所有犹太人硬着心肠（与此同时，祂又容让硬心的非犹太人灭亡），目的是要在末后的日子拯救所有

犹太人。这个解释与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话有所抵触，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

奇！……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而且继续被定罪（现在进行时态）……不信子的人，肯定得不着永生，神的

震怒继续常在他身上”（现在进行时态）（约三：7，18，36）。 
 

圣经告诉我们，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没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对犹太人说：

“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惟有本国的子民（犹太人的后裔）

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太八：11-12）。“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换句话说，从

拒绝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换句话说，赐给新约时代的神的子民，包括相信耶

稣基督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太二十一：42-44）。 
 

 (1) 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没有后悔的”这个词（希腊文：ametamelétos）不仅意味着神对于祂所拣选和呼召的人没有后悔，也意味着

神“不会撤销”（“不会撤回”）祂给人的拣选、呼召、称义或荣耀（罗八：29-30，33）9！ 
 

罗马书第九章说：神拣选天生的以色列民，把某些特权赐给他们（罗九：4-5），这与神拣选人得救是不同的

（帖后二：13-14；提后二：9-10）！神的呼召总是有效的，因为神的呼召是以祂的拣选为基础，并且总是叫祂

所拣选的人称义和得荣耀（罗八：29-30；九：11）！ 
 

神的呼召不仅是指基督徒向外传讲福音，也是指圣灵在人的心里和生命中内在而总是有效的呼召。这是透过基

督徒传讲福音而实现的（参看罗一：5-7），而且总是叫人得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帖后二：13-14）！因此，

神的呼召总是“没有后悔的”——它总不会收回（撤销、撤回）！因为旧约和新约都提到有部分犹太人仍然是

不信和悖逆的，所以神的呼召只可能是指祂对天生的以色列民中蒙拣选的部分犹太人的呼召。 

 
9 希腊文词典 Greek Lexicon of Bauer, Arndt and Ging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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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从来没有收回祂对蒙拣选的犹太人信徒的呼召，也没有收回祂对蒙拣选的非犹太人信徒的呼召。耶稣基督曾

应许说：“我又赐给他们（也就是我的羊）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所赐给

我的（也就是羊），比一切（其他受造之物）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羊群）夺去（约十：28，以

及第 29 节的正确翻译）。这是永生的四重确据！ 
 

 (2) 神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 

同样，神的恩赐是“没有后悔的”，神总不会把它们收回。然而，这些恩赐并不是指天生的以色列民的特权

（罗九：4-5），因为这些恩赐在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已经实现了。在基督第一次降临之后，“外邦信

徒和犹太信徒一同成为后嗣（与旧约时代的神的子民同得应许）”（弗二：11-22；三：2-6；参看林后一：

20）。 
 

这样，“恩赐”是指神的特殊恩赐： 

• 圣灵（徒二：38；十五：7-11） 

• 信心（徒十三：48；腓一：29；彼后一：1） 

• 盼望、爱（罗五：5） 

• 出人意外的平安（加五：22；腓四：6-7） 

• 永生（约十：28），等等。 

这些恩赐圣灵并没有赐给不信和不顺服的人（徒五：32），只赐给祂所拣选的信徒（弗一：3）。 
 

在罗十一：30-31，保罗说明这些没有后悔的恩赐和选召如何在整个历史中临到蒙拣选的外邦人和蒙拣选的犹

太人身上。 
 

 

十一：32 

问题 6。“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这句话应当如何理解呢？ 

笔记。 
 

罗十一：32 说：“因为神一次而永久地（不定过去时态）将众人（希腊文：tous pantas）都圈在（一同关在、

锁在）（希腊文：sunkleió）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祂把他们放在一个使他们被迫（因他们的罪恶

本性）不顺服的位置，或“祂任凭他们不顺服”（参看罗一：24，26，28）。 
 

这一节经文以“因为”一词作为开头，并总结罗十一：25-32 这段经文。它论到“外邦人的全数”（罗十一：

25）、“以色列全家”（罗十一：26）或“以色列的丰满”（罗十一：12）中的“所有人”。 
 

罗五：18 中的“众人”一词（希腊文：pas）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解释（罗五：17），同样地，罗十一：32 中的

“众人”一词，也必须根据上下文来解释（罗十一：25-32）。 
 

保罗不是谈论“天生的外邦人中所有的人”，也不是谈论“天生的以色列民中所有的人”。他不是谈论“普及

救恩”，即所有曾活在世上的人最终都必得救。他谈论的是“外邦人中所有蒙拣选的信徒”（“外邦人的全

数”），以及“犹太人中所有蒙拣选的信徒”（“以色列全家”）。所有这些人都处于他们天生未更生的状

态： 

• 被囚禁在不顺服之中（罗十一：32；弗二：2） 

• 罪人（罗三：23） 

• 没有人本性是义的（罗三：10） 

• 被定罪的（罗五：18）。 

在这里，“众人”这个词是通用的！ 
 

可是，神已经藉着福音的传讲将祂的义赐给： 

• 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罗一：16-17） 

• 所有人都领受了神丰盛的恩典和义作为恩赐（罗三：24；五：17-18） 

在这里，“众人”这个词只限于蒙拣选的信徒，那些因信而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 
 

留意保罗这句话：“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罗九：6）。 

• 第一个“以色列”是通用的：“按肉体来说的以色列人”（希腊文：Israel kata sarx），“天生的以色列

人”、“犹太民族”（林前十：18）。 

• 但第二个以色列只限于“神的以色列民”（希腊文：Israel tou theou），蒙拣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

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加六：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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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33-36 

问题 7。保罗在他这首荣耀颂中说了什么呢？ 
 

笔记。罗十一：33-36 是一首荣耀颂。保罗因思考神的救赎计划而不禁对神那无可测度的智慧和知识发出赞

美。 
 

 (1) 保罗特别想到罗十一：25-26 和罗十一：30-32。 

这几节经文显明“信主的外邦人得救与信主的犹太人得救是彼此依赖的”。这几节经文也显明，神必在这得救

的外邦人和得救的犹太人联合起来的“丰盛”中得荣耀。 
 

 (2) 保罗承认圣经中的神是救恩的源头。 

本于神。神是救赎计划的设计者。祂拣选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属祂（罗八：29-30）。 

倚靠神。神是救赎计划的实行者和成全者（创始者和成终者）。祂藉着祂的怜悯和大能使信徒称义，好叫他们

真正得着救恩。 

归于神。神是救赎计划的目标。信徒受造和得救，为要荣耀神而活（参看赛四十三：7；西一：16）。 
 

保罗说“阿们”，藉此表达他个人以既庄严又热切的态度赞颂神的救赎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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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十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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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罗十一：1-36找出一些可能应用的例子。 
 

十一：1。 要知道，神并没有否决祂在旧约时代的救赎计划。祂拯救了天生的以色列民中的信徒。然后，

神将那来自外邦列国的信徒加进他们当中。因此，神把祂的旧约子民扩展到包括来自世上各国

的信徒！ 

十一：4。 要相信，即使你的国家经历极大的逼迫，神仍为自己留下祂的子民，他们总不向偶像屈膝，也

不向在圣经中把自己显明出来的神以外的其他神明屈膝的！ 

十一：5-6。 神的恩典排除人试图靠行律法或宗教善行得救所作的一切努力。 

十一：11。 要谨记，若你的国家里某个群体有部分的人失脚跌倒、远离那位在圣经中把自己显明出来的

神，神也许利用这个境况来拯救你的国家里另一个群体中部分的人！ 

十一：14。 跟从基督的人不应憎恨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和其他群体的人，而是要传扬福音，活出福

音，以他们改变过来的美好生命激动仇敌发愤，因而渴望听到或读到耶稣基督的福音。 

十一：18。 相信耶稣基督的外邦人不该对那些因不信而从神的子民中折下来的犹太人幸灾乐祸。他们应当

谨记，神的立约之民始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 

十一：20-23。 使人成为神的子民，唯一的标准是相信耶稣基督。使人从神的子民中折下来，唯一的标准是不

信耶稣基督。 

十一：24。 要谨记，“有经者”（即犹太人、名义上的基督徒和穆斯林）往往较容易相信耶稣（弥赛

亚），也较愿意归向耶稣（弥赛亚）。 

十一：25。 基督徒必须知道神的奥秘：祂使用犹太人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又使用外邦人将福音传给犹太

人。最终，来自世上万国多不胜数的人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 

十一：28。 要谨记，有些人今天是你的仇敌，明天可能成为你所爱的弟兄姊妹！不要预先断定任何人！ 

十一：30。 要谨记，神若呼召你相信耶稣基督并得救，祂必不收回祂的呼召！神若赐你信心、爱和盼望，

祂必不收回这些恩赐！ 

十一：31-36。 要谨记，每个得救的人从前都是不顺服的、失丧的和毫无盼望的！不要夸口，只要称颂神，祂

是我得救的源头、成全者和目标！ 
  

2. 从罗十一：1-36找出个人应用的例子。 
 

我要坚持并继续凭信而行。这样，我就不用害怕自己从神的子民中折下来了。 
 

我要不断感谢神，祂是我得救的源头、成全者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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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祷告。              回应 

让我们轮流为着神在罗十一：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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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导或研习罗十一：1-36。 

3. 与神相交。每天在灵修中从耶利米书第一、二、四、十章阅读半章经文。采用“领受最深的真理”的灵修方

法。记下笔记。 

4. 背诵经文。(3) 神的大能：赛四十一：10。每日复习刚背诵过的五节经文。 

5. 讲授。准备记载在路十七：7-10 中的“无用的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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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