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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度。                      第 36 課 
 

1 
禱告 
 

 

組長。求神藉着祂的靈指引我們，讓我們意識到祂的同在，並聆聽祂的聲音。 
將你的小組和這一課有關傳揚神的國的教導交托給主。 
 

2 
分享（20 分鐘）                                                     ［靈修］ 

以賽亞書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五，四十六章 
 
輪流簡短地分享（或讀出你的筆記）你在靈修中從所指定的經文（以賽亞書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五，四十

六章）學到什麼。 
聆聽別人的分享，認真地對待他和接受他。不要討論他的分享。寫下筆記。 
 

3 背誦經文（5 分鐘）                                            ［羅馬書的鑰節］ 
複習羅馬書的鑰節 

 
兩人一組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羅馬書的經文。 
(11) 羅八：1。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 
(12) 羅八：38-39。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是將來的

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的愛隔絕，這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裏的。 
(13) 羅十：9-10。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

義，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14) 羅十：12。猶太人和希臘人並沒有分別，因為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15) 羅十：17。可見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4 
研經（85 分鐘）                                                 ［羅馬書］ 

  羅十：1-21 
 
引言。採用五個研經步驟的方法一同研讀羅十：1-21。 
 

在羅馬書第九至第十一章，保羅指出，不信的猶太人被棄絕，而相信的外邦人得拯救，這與聖經的教導是一致

的。原因包括： 
• 這並沒有違背神立約的應許，因為神滿有權能，祂有權揀選祂要揀選的人，也有權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

（羅九：6-24）。 
 

• 舊約的啟示（羅九：25-29；羅十：18-21）明確地發出預言。因此，所預言的境況變成了事實，叫以色列人

無可推諉。 
 

• 在舊約時期的以色列人可以獲得救贖的信息，如今身處新約時期的外邦人和猶太人也是一樣（羅十：5-
8）。 

 

• 舊約時期和新約時期的救恩都是單靠相信（參看創十五：6；加三：6-9，26-29）。人們因不信而被棄絕，

因相信而蒙接納（羅九：30-33；羅十：1-4，11，17）。 
 

• 因此“猶太人和外邦人並沒有分別”（羅十：12-13）！ 
 

步驟 1. 閱讀。       神的話語 
閱讀。讓我們一起閱讀羅十：1-21。 
讓各人輪流讀出一節經文，直至讀完整段經文。 
 

步驟 2. 探索。          觀察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對你十分重要？ 
或者，這段經文中哪一個真理感動你的心？ 
記錄。探索一至兩個你明白的真理。思想這些真理，並把你的感想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讓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然後輪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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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輪流彼此分享各人探索的結果。 
（謹記，在每個小組裏，組員分享的事情各有不同） 
 

十：1 
探索 1。向失喪的人傳講神公義的福音。 
 

在羅馬書第九章，使徒保羅告訴我們，神滿有權能的特權，就是向那蒙憐憫的器皿顯明祂的憐憫，卻不向那可

怒的器皿顯明祂的憐憫（換句話說，祂有權拯救祂要拯救的人，要叫誰剛硬就叫誰剛硬（羅十：18，22-
23）。 
 

然而，這個事實並不決定我們作為基督徒應當如何對待世上失喪的人！雖然神有祂滿有權能的旨意，要拯救誰

就拯救誰，但祂沒有將那旨意向我們顯明出來。我們的責任是真誠地關心世上列國中所有失喪的人，為他們禱

告，並且向他們傳福音。揀選是神的特權，傳福音卻是我們的責任和任務（羅十：1）！ 
 
 

十：2-4 
探索 2。靠遵行律法（妥拉、伊斯蘭教法）稱義是一種誤解。 
 

 (1) 兩種義。 
這段經文對比了兩種義： 
• 靠行律法稱義，也就是猶太人所追求的，這個觀念認為神會叫一個遵守摩西律法或其他律法的人稱義。 
• 因信稱義，也就是神所恩賜的，這個真理就是神滿有恩慈地將基督所得的義歸給所有相信耶穌基督之人的

生命。 
 

 (2) 以色列人得不到義（羅十：2-3）。 
雖然以色列民充滿熱心要靠行律法（按照他們對律法的理解）得着神眼中的義，但他們的熱心不是按着真知

識！以色列人得不到神的義，因為他們不明白神的義唯有藉着相信耶穌基督才能得着的（羅十：2）。 
 

以色列民得不到神的義，因為她不但不服神的義，還想要立自己的義（羅十：3）。 
 

 (3) 耶穌基督是律法的結束，換句話說，律法的終結（作為獲得義的一種宗教手段） 
                      抑或耶穌基督是律法的目的（成就）（作為神在舊約中的啟示）（羅十：4） 
羅十：4 中的用詞有兩種譯法。1  
 

基督是“律法”的“結束（終結）”。“律法”被理解為一個原則，透過遵行猶太文士和法利賽人（他們在聖

經的律法之上至少加增了六百一十三條規條）所解釋的摩西律法來得着義。耶穌基督叫猶太人的這個誤解終止

了（加三：10-13）。沒有人因遵行宗教律法而稱義。人只能藉着相信耶穌基督而稱義。 
 

基督是“律法”的“目的（成就）”。“律法”被理解為舊約的啟示，包括它的道德、禮儀和民事律法（太

五：17）。舊約的目標、成就或真正的內容是耶穌基督（而不是律法）！這樣，活在舊約時代的人只有藉着相

信將要來臨的彌賽亞才能稱義，而活在新約時代的人只有藉着相信已經臨到的耶穌基督才能稱義。 
 

這兩種翻譯都是正確的，但這裏的意思大概是：“基督是律法的終結”。 
 
  

十：5-8 
探索 3。因相信基督而稱義也是舊約的信息。 
 

保羅引用舊約啟示（妥拉或律法）中的兩句話，來證明因信稱義和靠行律法稱義是完全相反的。 
 

 (1) 利十八：5 給“靠行律法稱義”下定義（羅十：5）。 
經文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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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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是神審判和定罪的絕對標準。一位絕對聖潔和公義的神要求絕對完全的正義，祂懲罰所有的罪。因為沒有

任何罪人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他需要一位救主，祂已經代替所有相信祂的罪人受懲罰並獻上贖罪祭。 
 
律法是神對稱義（得救）的絕對要求或條件。一位絕對聖潔和公義的神要求絕對完全的公義，這樣，人才能蒙

神接納（拯救）。因為沒有任何人擁有這樣的完全狀態，所以人人都需要一位救主，祂已經代替人取得絕對完

全的義，並且把這義歸到（歸給、被算為、記入賬上）凡相信祂的人。 
 
律法是神對聖潔（成聖）的絕對要求或條件。一位絕對聖潔和公義的神要求絕對完全的聖潔（由始至終都過着

聖潔的生活），這樣，人才能蒙神接納（拯救）。因為沒有任何人擁有這樣的完全狀態，所以人人都需要一位

救主，祂已經代替人得着絕對完全的聖潔，並且將這聖潔賜給凡相信祂的人。 
 

神的要求或條件，就是所有人都必須完全（百分之百）遵守祂的命令。保羅使用舊約中的這個定義來證明沒有

人能夠以這種方式在神眼中成為義人，因為沒有人曾經或能夠完全（百分之百）遵守神的律法！“靠行律法稱

義”的方式注定是失敗的！ 
 

 (2) 申三十：11-13 給“因信稱義”下定義（羅十：6-7）。 
經文指出，人們應當知道、相信和遵行的真理，是可以接觸到的，也是近在眼前的。人們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去

取得義。人們也不需要升到天上或穿過海洋去取得這真理。保羅使用舊約中“因信稱義”的定義來證明每個人

都可以接觸到神的義。 
 

任何人都可以接觸到神的義： 
• 藉着耶穌基督第一次從天上降臨地上（二千年前）。沒有人需要或能夠升到天上去領基督下到地上（羅

十：6；參看約三：13 和太十一：27） 
• 藉着耶穌基督從陰間裏復活（二千年前）。沒有人需要或能夠下到陰間去領基督從死裏上來（羅十：7） 
• 藉着傳福音（過去二千年來和今天）。傳福音使地上每一個人都接觸到神所說有關稱義（得救）的真理，

好叫他知道、相信和遵行這真理。 
• 藉着把神的話語放在心裏和口裏（現在）。福音是神的話語，人必須心裏相信，也要口裏承認（羅十：

8）。“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一：16）。 
 

 (3) 滿足神律法的公正要求的任務，並不是交給人，而是交給耶穌基督（羅十：6-7）。 
羅十：4-5 描述公義的狀態，這狀態單單是耶穌基督獲得的（贏得的）。因為耶穌基督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

在地上過着絕對完全的生活的人（約八：46；來四：15；七：26-28），祂勝過死亡（太二十八：6-7；林前十

五：20），祂復活以後便永遠活着（約十一：25；來七：23-25），祂是人類歷史上唯一一個滿足神律法要求

的人！唯有祂“遵行這些事，並因此活着”（利十八：5；羅十：5）！ 
 

羅十：6-7 描述了同樣的公義狀態，這狀態是人靠着神白白的恩典，並因着相信耶穌基督而得的，並不是靠他

們努力遵守律法而得的（參看弗二：8-9）。 
 

保羅以舊約的用語（字詞）來宣告新約的真理。他能夠這樣做，因為他已經證明，在神眼中稱義的途徑在舊約

時期和現今的新約時期都是一樣的：神的義一直都是“因信稱義”，從來都不是“靠行律法稱義”（羅一：

17；三：21-22；四：1-3）！ 
 

在以色列民快要進入應許之地之前（主前 1407 年），摩西將法度（當中包括律法）賜給早已成為神的子民的
以色列民。神必咒詛那些不順從祂的人（申二十七：9-26），也必賜福給那些順從祂的人（申二十八：8-
14）。接着，摩西便說了保羅所引用的這段話（申三十：11-14）。摩西透過這段話強調律法是在恩典的背景
下（而不是在人的行為或順服的背景下）賜給以色列民的。應許之地及其福分是神賜給以色列民的恩典。稱義

（得救）也是神賜給以色列民的恩典。這從來不是人們努力遵守律法而得的結果（參看申八：17-18；九：4-
6），這也是賜給所有相信的人的恩典（來四：1-3 上）。 
 

保羅要說的是，滿足神對稱義和成聖（換句話說，由始至終都得救）的公義要求的任務，從來沒有指派給人。

這個任務是指派給耶穌基督的，祂也完成了這個任務！ 
 

耶穌基督是神，祂取了人的樣式（約一：14）。祂代替所有相信祂的人承受地獄的痛苦（太二十七：46）。祂

代替他們受死，為他們的罪作了挽回祭（羅三：25），叫神可以宣告他們因信稱義。祂從死裏復活，使他們可

以過聖潔的新生活（羅六：4）。祂升到天上，坐在神的右邊，好叫祂作王，成為信徒的主。祂是主，祂從起

初（在重生和稱義的時候）到末了（在祂第二次降臨和他們的身體復活的時候）都作成他們得救的工夫。祂保

證信徒必絕對完全得救（羅八：29-30；參看腓一：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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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要靠人的努力升到天上，去領下基督來，都是拒絕承認祂道成肉身的事實和價值。凡要靠人的努力下到陰

間，去領基督從死裏上來，都是拒絕承認祂從死裏復活的事實和價值。沒有人曾為基督的降生作出任何貢獻，

也沒有人曾為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作出任何貢獻。沒有人能夠為自己的得救作出任何貢獻！沒有人能夠努力遵

守律法，並以為這樣做可以成就耶穌基督藉着道成肉身、受死、復活、升天和作王所成就的事！“耶穌被交給

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羅四：25）。耶穌基督成就了信徒絕對完全稱義所需的一

切！ 
 

 (4) 要求信心和喚起信心的道是十分接近的（羅十：8）。 
保羅引用申三十：14 上：“這道離你不遠，正在你口裏，在你心裏”。保羅心裏想到的“道”，就是申命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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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記恩慈的應許和告誡，這需要憑信心作出回應，也喚起信心。這一切記在申命記中的道，都是在神的
恩典的背景下賜給以色列人的。神已經拯救以色列人脫離埃及的奴役。祂早已成為他們的神，他們也早已成為

神的子民，蒙神稱義（申五：6；參看出二十：1-2）。這些道不是在人的行為的背景下賜給以色列人的。以色

列人不需要靠遵守律法而稱義和成為神的子民！相反，他們蒙召成為蒙神拯救的人，並活出這身分！ 
 

保羅進一步把這“道”解釋為“我們所傳信主的道”。“信主的道”（希臘文：to réma tés pisteós）不僅是舊

約（申命記）中所啟示的神的道，也是新約中所傳的神的道。“信主的道”不但意味着神的道需要（要求）憑

信心作出回應，也意味着神的道喚起人們心中的信心。信主的道引起信心的回應，從而帶來拯救的功效。 
 

若是這樣的話，神的道在舊約和新約中都叫人因信稱義。因此，稱義（得救）的途徑在舊約和新約中是完全一

樣的。 
• 在舊約時期，神的道離人們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裏，使你可以遵行”（申三十：14）。以色列人

已經口裏承認神的道，心裏也相信了。以色列民已是神的子民了！以色列民不用靠遵行律法來成為神的子

民！ 
• 在新約時期，神的道也離人們甚近：“正在你口裏，在你心裏”（羅十：8）。羅馬的基督徒已經口裏承認

福音，心裏也相信了。教會已是神的子民了！它也不用靠遵行律法來成為神的子民！ 
 

“信主的道”（第 8 節）就是“基督的話”（羅十：17）。（這是一個屬格，含有客觀的意思；基督就是其內

容；也含有主觀的意思；這都是基督所說的。人們不僅被動地聽傳道者講道，也積極地聆聽基督親自在他們心

裏發出的聲音！ 
 

步驟 3. 問題。                                解釋 
思想問題。對於這段經文，你會向小組提出什麼問題？ 
讓我們嘗試去理解羅十：1-21 所教導的一切真理。請提出任何不明白之處。  
記錄。盡可能明確地表達你的問題。然後把你的問題寫在你的筆記簿上。 
分享。（組員花大約兩分鐘去思想和寫下感想之後，首先讓各人分享他的問題）。 
討論。（然後，選擇其中幾個問題，嘗試在你的小組裏討論並回答問題。） 
（以下是學員可能會提出的問題和問題討論的筆記的一些例子）。 
 

十：4 
問題 1。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羅十：4：基督到底是律法的“結束”還是“目的”？ 
筆記。 
 

參看手冊 11，附錄 13。 
 
 

十：5 
問題 2。我們應該如何理解“人若行這些事（遵行神的律法），就必因此活着”這個原則呢？ 

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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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人犯罪墮落之前，遵守律法維持了人原來公義和無罪的狀態（地位）。 
藉着遵守律法來（維持）稱義（得救），這情況只有在人犯罪墮落之前才可能出現。因為亞當在犯罪墮落之前

擁有永生，也沒有犯罪，所以他在神眼中是公義的。他只有在不順服的時候才失去這義！在創二：15-17，神

給亞當發出禁令，不是為了讓亞當透過遵守這律法來賺取（帶來、獲得）他的稱義，而是要讓亞當透過順服來

維持（繼續擁有）他稱義的狀態（即永生）。 
 

 (2) 在人犯罪墮落之後，遵守（道德）律法表明信徒公義的生活。 
在人犯罪墮落之後，行律法從來都不是稱義（得救）的根據。以下這個原則：“人若遵行（不定過去時態、主

動語態），就必因此活着（將來時態，表示肯定的意思）”（利十八：5）只是在人犯罪墮落之前，在無罪的

狀態下維持稱義的一個原則。它從來都不是在人犯罪墮落之後，在有罪的狀態下得稱為義的一個原則。 
 

利十八：1-5 明確地表明，這些話是指在稱義的狀態下蒙神接納的原則。它的意思與出二十：1-17 的意思相

同。神拯救祂的子民以色列人（脫離為奴之家）之後（出二十：1-2），就吩咐他們要透過遵守十誡來活出蒙
神拯救的子民的樣式，而不是透過遵守十誡來成為神的子民（出二十：3-17）。同樣，利十八：1-5 所指的是

蒙神拯救的子民，並且吩咐以色列人應當怎樣活出蒙神拯救的子民的樣式。神的子民透過遵守神的律法（十

誡）維持他們與神的關係、他們所擁有的永生，以及神對他們的接納：他們將會（繼續）活出得救的生命，他

們必得福，並且他們在應許之地的日子必得以長久（申五：32-33）。 
 
 

十：9-10 
問題 3。心裏相信和口裏承認之間有何關係？ 

筆記。 
 

 (1) 福音的概要。 
在新約中有幾種不同的方式來概括福音： 
在林前十五：1-4，照聖經所說，福音就是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並且第三天復活了。當我們聽到所傳的福

音，領受了，靠着站立得住，又能以持守，就必得救。 
 

在羅十：9-13，福音就是神叫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並且耶穌基督是主。我們若聽到福音，心裏相信，又求告

主名，口裏承認祂，就必得救。 
 

因此，在羅十：9-13，保羅強調福音信息的兩方面，就是耶穌基督從死裏復活（二千年前），以及祂在天上作

王掌管（統管）萬物（現在）。他也強調領受福音的兩方面，就是心裏相信和口裏承認。然而，這個概要並沒

有教導，“心裏相信”或“口裏承認”就得救而言有相同的功用或果效。 
 

 (2) 心裏相信和口裏承認之間的關係。 
因此，引自申三十：14 有關神的話語就在心裏和口中的經文，在舊約和新約中都是同樣的真理。保羅在第 9 節

使用“口-心”的次序，因為這是申三十：14 中的次序。他在第 10 節使用“心-口”的次序，因為這是自然的

次序：一個人心裏所存着的，口裏就說出來（參看太十二：34）。神的義（救恩）唯有透過心裏相信，以致口

裏承認，才能得着的。 
 

心是人類生命的中心。它是一個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的中心（箴四：23）。相信神叫基督從死裏復活是很重

要的，因為復活證明耶穌確實是“主”（弗一：20-23；腓二：9-11）。“主”（希臘文：kurios）這個字的意

思是耶穌是耶和華（希伯來文：YaHWeH），是舊約啟示中神的名字（比較一下可一：3 和賽四十：3）。保

羅說：“基督是在萬有之上的神”2（羅九：5）。 
 

就稱義（得救）而言，“相信”和“承認”的功用或果效並不相同。“承認”卻不相信，這是徒然的（參看太

七：21-23）。“相信”卻不承認，這就是放棄基督（參看太十：32；約十二：42）。心裏相信對於稱義（得

救）來說是絕對必不可少的（參看約三：18，36）。口裏承認就如善行一樣，證明心裏的信心是真確和誠實的

（弗二：8-10；林後四：13；雅二：17-22；約壹三：18-20）。真正相信的人會禁不住說出他們所看到或聽到

的（徒四：20；提前六：12；約壹四：15）。在第 10 節，“稱義”和“得救”是同義詞，因為在第 9 節中的

得救是相信和承認的結果。得救源於心裏，然後從口裏表達出來。信心使人稱義（參看羅四：5），因此也使

人得救，脫離神永遠的忿怒（參看羅一：16；五：9-10）。信心是使人得以稱義的工具。信心是空空的手，藉

着恩典領受神的救恩。 
 
 

                                                           
2 希臘文：ho ón epi pantón Th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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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1-13 
問題 4。為什麼自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開始，猶太人和外邦人（非猶太人）之間就不再有任何分別呢？ 
 

筆記。基督第一次降臨之後，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就不再有任何分別了，有以下三個原因： 
• 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同歸於一，成為神的子民。相信耶穌基督的外邦人和相信耶穌基督的猶太人都“在基

督裏造成一位新人”，“是與聖徒同國”（弗二：11-22）。他們以完全同等的地位“與以色列（神的子

民）同為後嗣”、“同為一體（教會）”，“在基督裏同蒙應許”（弗三：2-6；參看林後一：20-22）。

“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約十：16）！ 
• 耶穌基督是宇宙萬民的主（參看太二十八：18；腓二：11）。 
• 福音是每個人都可以得到的。得救的條件對世上每一個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是一樣的：他必須心裏相信耶穌

基督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並從死裏復活（因此，耶穌基督是活着的）！他必須求告耶穌基督的名3，才

能得救；他也必須承認耶穌基督是主（第 9 和 13 節）。 
 

 (1) 舊約時期相信彌賽亞的人和新約時期相信基督的人之間並沒有分別（羅十：11） 
保羅在這裏重複羅九：33 下（賽二十八：16）的話，卻加上了“凡”這個字。“凡信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愧”（羅十：11）。保羅可以加上“凡”這個字，因為猶太人在舊約時期稱義的方式，與猶太人和外邦人在新

約時期稱義的方式，是絕對沒有分別的。對猶太人來說，這是一個難以接受的真理。保羅是否真的宣告猶太人

（他們享有特權，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在神眼中沒有什麼比非猶太人強的嗎？ 
 

對某些非猶太基督徒來說，這也是一個難以接受的真理，因為他們一直相信天生的以色列民或猶太人是神的選

民，也相信神在將來對天生的以色列民仍有一個特別的計劃。他們相信這一點，是基於舊約啟示中的某些預

言。 
 

然而，新約啟示中勢不可擋的亮光明確地告訴我們，雖然猶太民族在舊約時期擁有某些特權（羅九：4-5；弗

二：11-13），但從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開始，神就不再區分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也不再區分以色列國和世上

其他外邦列國（羅十：12；林前十二：13；加三：28；弗三：2-6；西三：11；啟二十一：10-14）！ 
 

在舊約時期，猶太人只是藉着相信將要降臨的彌賽亞而得救（參看創十五：6；加三：6-9）。不信的猶太人被

棄絕了（賽一：9；十：20-23；何一：6，9）。在舊約時期，相信耶和華的非猶太人也得以成為神舊約的子民

（賽五十六：1-8）。在新約時期，不僅是猶太人，非猶太人（外邦人）也只是藉着相信已經降臨的彌賽亞而
得救，他們得以成為神一群獨一的子民（羅一：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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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人的主和外邦人的主並沒有分別（羅十：12） 
“眾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這一點在舊約時期已是真確

的（珥二：32），在新約時期也仍是真確的（徒二：21；羅十：13）。只有一位永活神存在。“在我以前沒有

真神，在我以後也必沒有。除我（耶和華）以外沒有救主”（賽四十三：10-11）。那些相信耶穌基督的猶太

人的神，以及那些相信耶穌基督的非猶太人的神，就是獨一的神（羅三：29）。 
 

耶穌基督顯明自己是主，是掌管宇宙萬民和萬物的王（太二十八：18；弗一：20-23；啟十七：14）。耶穌基

督是地上所有人的主，因此，地上所有群體都沒有任何分別！神對地上所有受造之物（徒十四：17）都是豐盛

的（該二：9；詩五：10-12），祂也在耶穌基督裏賜各樣的福氣給眾信徒（弗一：3；二：7）。“神本性一切

的豐盛，都有形有體的居住在基督裏面”（西二：9），並且來自地上萬國的基督徒，都從祂豐滿的恩典裏領

受福氣（恩典），而且恩上加恩（約一：16-17）。 
 

                                                           
3 “主的名”的意思是正如主在聖經中所啟示的，而不是世上的人、其他宗教的信徒、神學、哲學或科學對祂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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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求告主名的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並沒有分別（羅十：13）。 
保羅引用珥二：32，“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保羅以這句話從舊約的啟示印證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並沒有

分別。“求告主名”首先是指當一個人祈求耶穌基督進入他的內心和生命時的禱告。但它也指到之後持續向主

敬拜。要留意，保羅把指到神（耶和華）（希伯來文：JaHWeH）的舊約經文一概應用在主（希臘文：kurios）
耶穌基督身上！這進一步證明使徒保羅教導我們，耶穌基督是神（羅九：5）。新約的基督徒稱耶穌基督為

“主”（希臘文：kurios），這是他們與眾不同的標記。因此，他們把只獻給神的敬拜，也獻給主耶穌基督

（太十四：33；二十八：9，17；路二十四：52；約九：38；啟五：6-14）！ 
 

因為猶太人和外邦人並沒有分別，所以福音必須傳給所有的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盡可能叫更多

人得救。 
 
 

十：14-15 
問題 5。基督徒應該如何傳揚福音？ 
 

筆記。羅十：14-15 說：“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見呢？若沒有奉差遣，怎能傳道呢？如經上所記：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1) 傳揚福音是必要的。 
這些經文教導我們，福音應當傳給每一個人。福音可以透過多種形式傳揚，若沒有任何形式的傳福音，就沒有

人能夠相信耶穌基督了。 
 

 (2) 救贖過程的歷史次序。 
從人的角度看，救贖過程的歷史次序是顛倒的，先提到結果，最後才說出原因。得授權的使者傳揚福音。人們

聽到福音。他們相信福音（換句話說，接受耶穌基督進入他們的內心和生命，並且口裏承認祂）。他們便得救
（或稱義）。這段經文特別針對猶太人（羅十：1-3，19，21；十一：1）。然而，這個救贖過程對外邦人也是

一樣。每個人都必須對他所聽到的作出回應。 
 

 (3) 得授權的福音使者。 
使者是有權柄的使者，因為他們是耶穌基督差遣的。“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棄絕

我的就是棄絕那差我來的。”（路十：16；參看林後五：18-20）。傳福音的人必須知道耶穌基督已呼召他

們，差遣他們去傳福音。那些沒有蒙召和奉差遣的人是假先知，他們只是傳揚自己本心的詭詐、幻夢、謊言和

矜誇，並且謬用神的言語（讀耶二十三：9-40）。然而，傳福音的人給他們的聽眾帶來極大的喜樂（參看賽五

十二：7）。 
 

 (4) 真正聽福音是與耶穌基督個人面對面相遇。 
人們應當聽福音，換句話說，人們不但要明白他們所聽到的，也必須能夠對向他們說話的那一位作出回應！要

注意，羅十：14 明明地說：“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他（不是：“未曾聽聞有關他的事”），

怎能信他呢？”看看路九：35：“這是我的兒子，……你們要聽他！（希臘文：autou akouete）（祈使語

氣）。人們要聽神的兒子本身（祂的聲音）（不只是關於祂的信息）！ 
 

傳福音的時候，人們不是單單聽聞有關耶穌基督的事，而是要聽耶穌基督親自向他們說話！每當傳福音的時

候，耶穌基督都想要向人說話。羅十：17 說：“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不是有關基督的

話）（希臘文：dia rématos Christos）來的！”“聽聞有關耶穌基督的事”並不是與耶穌基督相遇。但“聽耶

穌基督親自向你說話”卻是與祂有個人相遇！耶穌基督親自向你個人說的話抓住你的心，也改變你的思想！ 
 

 (5) 信是與耶穌基督建立個人關係。 
對耶穌基督的信心，是由個人與耶穌基督藉着福音所說具體的話面對面相遇而產生的。因此，信就是與耶穌基

督有個人相遇而建立個人關係（聯繫）！信不是單單承認一些有關耶穌基督的真理。相反，信是順服祂向你個

人發出跟隨祂的呼召，放膽踏出第一步跟隨祂，委身並立志繼續跟隨祂。信是越發信靠耶穌基督。信是指在你

求告祂的名得救恩之前，放棄所有別的信心（相信），並且以耶穌基督為你唯一的幫助。 
 
 



 
© 2016 “空中門訓” 門徒訓練手冊 11             第 36 課：羅十：1-21  8 

十：16-21 
問題 6。為什麼沒有借口不對福音作出回應呢？ 
 

筆記。以色列人當然聽過福音，但絕大多數的以色列人都拒絕接受福音（羅十：16-18）。以色列人當然知道

神的旨意，是要賜福和拯救眾多外邦人（創二十二：18），然而，以色列的廣大民眾仍是持續固執己見、不聽

從神。司提反說：“你們這硬着頸項、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時常抗拒聖靈！你們的祖宗怎樣，你們也怎樣”

（徒七：51）！正如新約所示，歷史就如眾先知所預言的那樣展開。不信的猶太人拒絕神和祂的彌賽亞，是咎

由自取的。神因此棄絕不信的猶太人，當然不是任意武斷的（羅十：19-21）。 
 

羅十：14-15 指出，有些人會憑信心對福音作出回應，羅十：16-21 卻指出，有些人不會對福音作出回應。這情

況早已在舊約眾先知的時代出現，也在新約耶穌的時代（約一：11）和使徒的時代（徒十三：45-46）出現。

好信息已傳開了，但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接受這好信息（參看來二：1；來四：1-2）。這時候，保羅回到他在

羅馬書第九至第十一章討論的主題，解釋天生的以色列民當中大多數人都不信和不順服。 
 

 (1) 天生的以色列民不接受福音（羅十：16）。 
經文明明地說：“只是人沒有都聽從福音。”雖然福音已經傳給天生的以色列民，但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對

福音作出回應。事實上，許多猶太人拒絕接受福音（羅九：27；十：21；參看賽五十三：1；約一：11，林前

十：5）。 
 

 (2) 信道是從聽道來的（羅十：17）。 
聖經中有許多勸人對神的信息作出回應的勸告（太十一：15；十三：9，43；路八：8，18；十四：35；啟二：

7，11，17，29；三：6，13，22；十三：9）。猶太人在福音中所接觸到的道，無非是基督親自向他們所說的

道！向他們傳福音，就是讓他們與耶穌基督的話語相面對質，從而與耶穌基督相遇。 
 

 (3) 天生的以色列民聽了福音（羅十：18）。 
天生的以色列民不能說他們沒有聽過福音作為反對的理由。“基督的靈通過眾先知宣告”（彼前一：10-12）。 
• 他們已經從摩西五經聽過基督的話（參看創十五：6；加三：8；申三十：11-14；羅十：6-8）。 
• 他們已經在舊約時代聽過基督的話。保羅在羅十：18 引用詩十九：4。在詩十九：1-6 中，詩人談到藉着神

的創造大工和眷顧所顯明神的普通啟示；在詩十九：7-14 中，他談到藉着神的舊約話語所顯明神的特殊啟
示。聖經由始至終都指出，神的普通啟示和特殊啟示是相輔相成的（徒十七：24-31）。神的普通啟示一概

藉着整個人類歷史傳揚（參看羅一：19-20；二：15；詩篇第十九篇），神的特殊啟示則藉着舊約聖經向以

色列人傳揚（參看羅三：21-22） 
• 他們已經在新約時代聽過基督的話。福音得以傳揚，門徒得着造就，聖經一概傳給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太

二十四：14；二十八：19；徒一：8；羅一：16；彼後三：1-2，15-16）。在使徒時代，福音迅速傳遍整個

已知的世界（羅十五：8-12，22-24；腓一：12-13；西一：6；約十二：19；徒二：41，47；四：4，十七：

6）。在福音傳到世界最偏遠地域的整個過程中，神的普通啟示的模式現在也成為神的特殊啟示的模式！ 
 

 (4) 天生的以色列民明白福音（羅十：19）。 
猶太人不能聲稱他們不明白福音。他們不信不是因為他們無知，而是因為他們固執而不情願。天生的以色列民

對救恩之道已經得到充分的知識和理解，好叫他們對自己的不信負上全責。 
 

保羅在申三十二：21 下-22 引用摩西的話。“因為以色列人以那不算為神的（偶像）觸動神的憤恨，神也要以

那不成子民的（即主要由非猶太信徒組成的教會）觸動以色列人的憤恨。”以色列人因拜偶像而令神在怒中有

火燒起，直燒到極深的陰間（地獄），把地和地上的人盡都焚燒。“若不是他們的磐石賣了他們（不信的以色

列人），交出他們，一人焉能追趕他們千人？二人焉能使萬人逃跑呢？”（申三十二：21-22，30；賽三十：

15-17）？對信徒的常規是相反的：“你們五個人要追趕一百人，一百人要追趕一萬人＂（利二十六：8）；

“你們一人必追趕千人，因耶和華你們的神照他所應許的為你們爭戰＂（書二十三：10）！偶像是外邦列國的

“磐石”，耶和華卻是所有真信徒的“磐石”（申三十二：31-33）！ 
  

在天生的以色列民以外，有另一個更大的群體（即教會）興起，這個群體由不同國家（主要是外邦）的信徒組

成。神說：“我也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觸動他們的憤恨，以愚昧的國民惹了他們的怒氣”（申三十二：21）。這

個國家起初對神在舊約中的特殊啟示沒有認識或理解。然而，最初賜予以色列的特權將會賜給一群“不成子

民”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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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當耶穌說：“匠人所棄的石頭已作了房角的頭塊石頭。這是主所作的……，所以……神的國必從你們奪

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太二十一：42-44），祂心裏也想到申命記第三十二章。 
 

此外，在徒十三：44-48，保羅心裏也想到申命記第三十二章說，他說：“神的道先講給你們（即猶太人）原

是應當的；只因你們棄絕這道，斷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們就轉向外邦人（非猶太人）去。因為主曾這樣吩咐

我們（教會和其他使徒）說：我已經立你（單數）（即新約教會及其使徒）作外邦人的光（參看太五：14），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外邦人聽見這話，就歡喜了，讚美神的道；凡預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徒十

三：48）。 
 

然而，賽四十九：6 的希伯來原文說：“你（單數）（即彌賽亞，耶穌基督）作我的僕人，使雅各眾支派復

興，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歸回（即餘民）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單數）（即彌賽亞，耶穌基督）作外邦人的

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的經文都是真確的：神使耶穌基督（約八：12）和祂

的教會（太五：14）作外邦人的光。 
 

因此，猶太人不但明白福音和得救的條件，也知道神要藉福音將祂的啟示傳給外邦人，給他們帶來救恩！歷史

的發展完全符合眾先知的預言。 
 

 (5) 天生的以色列民因為不信、悖逆和固執而被棄絕（羅十：20）。 
保羅引用先知以賽亞在賽六十五：1 中的話。以賽亞所指的是以色列民，保羅把這些話應用在外邦人身上。 
 

在舊約，以色列人曾抱怨耶和華（希伯來文：YaHWeH）躲在天上（賽六十三：9），祂仍然忍住並靜默（賽

六十四：12）。耶和華對以色列人的埋怨作出回應，祂說儘管以色列人沒有呼求耶和華、沒有尋求耶和華，也

沒有求告耶和華的名，但祂願意將自己向以色列人顯明出來，也確實將自己向以色列人顯明出來了。儘管耶和

華寬容忍耐，但以色列人還是以不信（羅九：32 上）、悖逆（來四：1-6）和頂嘴（羅十：21）來回應。天生

的以色列民拒絕耶和華的恩典。“你們這要靠律法稱義的，是與基督隔絕，從恩典中墜落了”（加五：4）！

天生的以色列民“正跌在那絆腳石上”（羅九：32 上）。 
 

保羅在羅九：25-26 引用何二：23 和一：10，但將經文應用在外邦人身上，同樣，他在羅十：20 引用賽六十

五：1，也將經文應用在外邦人身上。在舊約時代，猶太人享有特權，即使他們沒有尋找耶和華，也可以找到

祂。現在到了新約時代，外邦人（如果猶太人願意的話，他們也可以）享有這種特權！保羅引用論到耶和華在

舊約時代對以色列人白白和滿有憐憫的恩典的經文，並將經文應用在新約時代的外邦人列國身上！ 
 

神如今把自己向外邦人顯明出來，外邦人也得以尋見神，這真理是許多猶太人無法相信也無法接受的，直到今

日也是如此。外邦人和寄居的人可以在完全同等的條件下（弗三：2-6）成為神立約之民的一份子（參看賽四

十九：6；五十六：1-8），這個事實令猶太人感到忿怒。福音傳遍世上萬國的副產品，是使天生的以色列民被

激動和激怒4（羅十一：14）。這個真理強調，無論是猶太人、列國或個人都無法自然而然地向聖經中的神提

出要求！神滿有權能，祂擁有權柄（特權），要轉向誰就轉向誰。 
 

 (6) 天生的以色列民仍然要對他們拒絕聖經中的神和祂的彌賽亞負責（羅十：21）。 
耶穌基督引用了詩一一八：22-23。“磐石”（申三十二：30），就是匠人（以色列的宗教領袖和教師）所拒

絕的彌賽亞，已經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即每個信徒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因此，國度（以及其特權）將

會從以色列中不信和悖逆的人手中奪去，並且賜給“能結果子的百姓”（猶太人和外邦人當中的信徒和順服的

人）。以色列中不信和悖逆的人必掉在這石頭上，這石頭必把他們砸得稀爛（太二十一：41-45）！然而，對

於列國中的信徒和順服的人來說，這石頭必成為寶貴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彼前二：6-
10）。 
 

保羅引用先知以賽亞在賽六十五：2 的話。神論到天生的以色列民，說：“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

（參看太二十三：37-38）。保羅將神向外邦人所施的恩與以色列人持續的悖逆作對比。神的忍耐和恩慈不只

是施與一群百姓，而是施與一群不斷悖逆和固執的百姓。這大大強調神的恩典，但同時也顯明以色列人的悖逆

是何等深重。 
 

然而，今天神對外邦人和猶太人的信息仍然是：“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

（參看羅十一：23；參看來四：1）！”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救恩之路都是一樣，就是信靠耶穌（約三：

16；徒四：12；徒十六：31）。 
 

  
 
 
 
 

                                                           
4 伊斯蘭教徒也會感到冒犯，因為伊斯蘭教取了幾樣猶太教的教義在麥加和麥典拿，例如伊斯蘭信眾宣稱神沒有通過耶穌來顯示自己，又

耶穌不是彌賽亞，以及耶穌沒有死在十字架上和否認祂從死裏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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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應用。                     應用 
思想問題。這段經文所教導的哪一個真理可以讓基督徒應用？ 
分享和記錄。讓我們集思廣益，從羅十：1-21 想出一些可能的應用，並記錄下來。  
思想問題。神希望你把哪個可能的應用變成你個人的生活應用？ 
記錄。把這個個人應用寫在你的筆記簿上。隨時分享你的個人應用。 
（請謹記，每個小組的組員會應用不同的真理，甚至透過相同的真理作出不同的應用。下列是一些可能的應

用。） 
 

1. 從羅十：1-21找出一些可能應用的例子。 
 

十：1。 讓你心裏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關乎世上失喪的人。 
十：2。 若宗教熱心不是按着聖經所顯明的真知識，這熱心都是絕對徒然的。 
十：3。 總不要試圖在神面前立自己的義，反要領受祂的義。 
十：9-10。 要心裏相信耶穌基督，口裏向其他人承認你的信。 
十：14-15。 要確信人若未聽過福音，也不明白福音，就無法相信。 
十：16。 要確保每當你聽到聖經的信息，都要真心聽從。 
十：19-20。 要去向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人傳福音，因為神應許他們必找到神。 
 

2. 從羅十：1-21找出個人應用的例子。 
 

我要不斷聽從神的話語，這話語就是我在靈修的時候所讀到，以及在教會裏所聽到的。 
 

我要去向那些從未聽過福音的人傳福音。 
 

步驟 5. 禱告。              回應 
讓我們輪流為着神在羅十：1-21 教導我們的真理禱告。  
（就你在這次研經中所學到的教訓在禱告中作出回應。練習只用一至兩句來禱告。請謹記，每一個小組的組員

會為不同的問題禱告。） 
 

5 
禱告（8 分鐘）                                                       ［代求］ 

為他人禱告 
 
分二至三人一組，繼續禱告。彼此代禱，也為其他人祈禱（羅十五：30；西四：12）。 
 

6 
備課（2 分鐘）                                                       ［習作］ 

準備下一課 
 

 
（組長。寫下並分派此家中備課事項給組員，或讓他們抄下來）。 
1. 立志。立志使人作門徒、建立教會，並且傳揚神的國。 
2. 與另一個人或群體一同傳講、教導或研習羅十：1-21。 
3. 與神相交。每天在靈修中從以賽亞書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二，五十三章閱讀半章經文。採用“領受最深

的真理”的靈修方法。記下筆記。  
4. 背誦經文。(1) 神的同在：來十三：5-6。每日複習剛背誦過的五節經文。 
5. 講授。準備記載在路十六：1-13 中的“聰明的管家”的比喻。採用解釋比喻的六個指引。 
6. 禱告。這個星期為某人或特定的事情禱告，並看看神的作為（詩五：3）。 
7. 更新你關於傳揚神的國的筆記簿。包括靈修筆記、背誦筆記、教學筆記和這次準備的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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