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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三十課：以色列的將來(1)  
(羅馬書十一 1-10) 

查經前討論 

基督教有三個堅持 

1. 神是擁有絕對主權；如果不是祂的意思，任何事都不會發生。 

2. 神是絕對的慈愛和公義，祂雖是擁有絕對主權，但祂不是暴君，祂是滿有慈愛，也全然

公義。 

3. 人是有罪的，違背神的，離棄神的。 

在羅馬書九至十一章中，保羅討論以色列的情況，他也是提到這三個堅持 

◆ 神的揀選－神是擁有絕對主權，是祂揀選了以色列作為祂的子民。 

◆ 神的慈愛和公義－神也是愛以色列，祂也是愛外邦人。 

◆ 人的罪－以色列拒絕神是因為他們硬心背叛。 

問題：神既揀選了以色列作為祂子民，祂又是愛他們，如今以色列人因硬心不信主耶穌

為救主，被拒於救恩門外，神的救贖計劃豈不是落了空！神的主權豈不是受到質疑？ 

1. 你的答案是什麼？ 

任由他們發揮，不宜在此時給與答案，這只是 warm up  

2. 保羅的答案又是什麼？ 

這正是我們研讀十一章的目的   

(a) 在十一：1，保羅提出了一個什麼問題來？他立時的反應是什麼？ 

神棄絕了以色列人嗎？斷然否定   

(b) 在十一：11，他又提出另一個問題來？這是什麼？他立時的反應又是怎樣？ 

以色列不信是永久的嗎？斷然否定   

 

(一) 現今以色列的境況(v.1-10) 

1) 當保羅肯定的說：「神斷乎沒有棄絕祂的百姓（以色列）」，他提出四大理由，這是什麼？ 

v.1 保羅自己的見證，他也是以色列人    (個人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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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a神是愛祂的子民以色列      (神學的理由) 

v.2b聖經的例子，有餘數為神所拯救    (聖經的明證) 

v.5 如今也有餘數，為神所揀選     (眼見的事實) 

2)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理由，在 v.1 保羅用什麼理由(留意「因為」這個字)來證明神沒有棄絕

以色列？ 

保羅講出他自己的見證  

a) 保羅如何介紹他自己？  

他是猶太人，便雅憫支派  

b) 保羅作為一個猶太人，而且又是先前逼害過基督徒的罪人，神仍呼召和使用，這證明

了什麼事實？ 

這證明神沒有棄絕以色列人，若是，他也不會做門徒  

3) 我們再看看第二個理由，是個神學理由(theological reason)，保羅怎樣在 v.2 形容神與以色列

的關係？ 

是約的關係  

a) 什麼是「祂的子民」，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它表明了神與以色列是一種怎麼樣的關係？ 

是約的關係，非常親密的關係  

b) 按 v.2 神是怎樣對待祂的子民（以色列）呢？ 

愛他們  

c) 什麼是「預先所知道」？（參看八：29） 

愛  

d) 「預先所知道」(預先愛他們)與「棄絕」能否同時並存呢？若沒有可能，神又會否棄絕

以色列呢？ 

不能，所以神不能棄絕他們  

4) 我們再看第三個理由；是引用聖經的例子，保羅所引用以利亞的故事是一個怎樣的故事，

是出於那一卷舊約書卷？ 

 有歷史為證  

a) 按列王紀上十九章記載，為什麼以利亞要逃命到何烈山的山洞呢？ 

因耶洗別之追殺而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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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對神有何控訴？ 

只剩下他一人  

c) 神又怎樣回答他？ 

不是，有 7000 人未曾向巴力屈膝  

d) 保羅引用以利亞的故事，是要表明一個什麼真理？ 

神沒有完全棄絕以色列  

e) 什麼是「餘數」（Remnants）？為什麼這個觀念與事實就能解答到 v.1 所提的問題呢？ 

神的揀選不是以國家為單位，是每一個人，餘數＝不少個體都蒙福  

5) 最後，我們要看看第四個理由了；保羅不但是從歷史（以利亞的故事）來證明，他也是用

現在所見到的事實在證明，據 v.5，他以為昔日以利亞的情況與保羅的時代有沒有分別？ 

 沒有分別  

a) 請參看使徒行傳廿一：20，在保羅時代是否極少極少的猶太人不信主呢？ 

不少  

b) 你是否知道今日有多少猶太人是信耶穌的呢？ 

參看註  

（註：單在以色列那稱為 Messianic Jews的約有二萬至三萬人。） 

c) 保羅稱這「少數信主的猶太人」為什麼？ 

餘數  

6) 然而，「餘種」這觀念似乎仍未能解答別我們的問題，我們會跟著問道： 

「為什麼那些「餘種」會信主？而大部份猶太人又不信呢？」 

保羅在 v.6 又怎樣回答這問題呢？ 

 是他們剛硬、頑梗，但神卻揀選那些餘數  

a) 保羅說是「揀選的恩典」，這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因行為，是神的揀選  

b) 如果我們說那些「餘種」是神揀選的，神揀選他們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是完全在乎

神的恩典，那麼那些不信的猶太人是不為神揀選嗎？神不揀選他們是因為神對他們不

施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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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似是如此  

 

7) 在 v.7 保羅把以色列人分為二大類，是那二大類？ 

信的與不信的  

a) v.7a 的「以色列人」，是指誰？ 

不信的以色列人  

b) 他們有何特色？ 

頑梗、不信  

c) 他們竭力所求的是什麼？為什麼他們還是得不著？ 

義，以為靠守律法可以稱義，他們得不到   

d) v.7c 形容他們是「頑梗不化」？究竟他們是自己頑梗抑或是被神弄至頑梗呢？ 

Both   

e) 如果是神令他們頑梗，這豈不是對他們很不公平？ 

好似是  

8) 我們再看另一類以色列人，他們是誰？ 

 餘數  

a) 保羅在 v.7 怎樣形容他們？ 

蒙恩、蒙神揀選  

b) 他們與那些「以色列人」又有何不同呢？ 

因信稱義  

9) 在 v.8-10，保羅引用了幾段舊約經文來證明他的看法，是那幾段經文？  

a) 申命記及以賽亞書               

b) 詩篇六十九篇                

10) 首先我們看看申命記廿九：4 及以賽亞書廿九：10 

「但耶和華到今日沒有使你們心能明白，眼能看見，耳能聽見」－申命記廿九：4 

「因為耶和華將沉睡的靈澆灌在你們，封閉你們的眼，蒙蓋你們的頭，你們的眼就是先

知，你們的頭就是先見。」（以賽亞書廿九：10） 

a) 按申命記廿九：4 的記載，以色列人親眼見神施展大能，行奇蹟神事，為什麼他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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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信？ 

   

b) 又據以賽亞書廿九：10，為什麼這些猶太人心不明白，眼見卻看不到，耳聞卻聽不到

呢？ 

頑梗  

c) 這種情況維持多久？ 

直至今日也是如此   

d) 聖經說是「神給他們昏迷的心」，這豈不是對他們不公平嗎？ 

好似是   

11) 我們再看第二段經文，是引自詩篇六十九：22-23「願他們的筵席在他們面前變為網羅，

在他們平安的時候變為機檻，願他們的眼睛昏矇，不得看見，願你使他們的腰常常戰抖。」 

a) 詩篇六十九篇的主題是什麼？ 

義人受迫逼  

b) 留意耶穌也引用詩篇六十九：4（約翰福音十五：25），所以耶穌以為詩篇六十九篇是

指著誰寫的？ 

耶穌  

c) 如果我們看詩篇六十九是一篇預言彌賽亞的詩篇，那麼誰是「他們」（即是彌賽亞的敵

人）？ 

以色列人  

d) 詩人在這詩的禱告是什麼？ 

神的審判  
(i) 「筵席」（table）是表示什麼？詩人祈求神使這筵席變成什麼？ 

參看註  

（註：table（筵席）是象徵安全、滿足，也是家裏必需品，但詩人祈求這些以為是

安全滿足的東西變成危險，不安和傷害性的東西。） 

(ii) 彎腰又是什麼意思？為什麼詩人祈求他的敵人要彎腰呢？ 

背負重擔，是神的審判  

e) 究竟保羅引用這段聖經的目的是什麼？ 

指明猶太人的情況，早在聖經預言了，並且指明猶太人不信，卻成就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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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的救贖。   

 

 

結論 

從上述的經文分析，我們可以歸納保羅的論點如下 

◆ 神絕對沒有棄絕以色列。 

◆ 保羅列出四個理由來支持他的看法。 

— 他自己也是猶太人，也蒙神的呼召。 

— 神的愛（預知）祂的子民以色列。 

— 不是所有以色列人不信，有一部份（稱為餘數）信，正如以利亞時 7000個未屈服於

巴力先知的人。 

— 不但以利亞時代如此，現今也有「餘數」。 

◆ 所以，保羅把以色列人分為二類 

— 拒絕接受耶穌的猶太人（大部份）。 

— 被揀選的餘數（少數人）。 

◆ 那些餘數之所以信耶穌，是因神揀選他們，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他們的行為。 

◆ 那些不信的猶太人之所以不信，有二原因。 

— 他們頑梗－人的責任。 

— 他們之所以頑梗也是因神給他們昏迷的心－神的君權。 

◆ 因著那些猶太人不信，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他們所持守的律法，只要守著，便以為

安全穩妥的。但竟成了網羅、陷阱。他們的腰也彎了，這表示他們背負極大的擔子（律

法的擔子）。 

問題： 

1) 這是否對這些不信的猶太人不公平嗎？ 

好似是  

2) 神的救贖計劃落了空嗎？ 

沒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