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蘇穎睿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羅馬書第 31 課以色列的將來(2)_答案 第1頁，共7頁 

 

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三十一課：以色列的將來(2)  
(羅馬書十一 11-24) 

查經前討論 

在上一課，我們提到基督教三個堅持： 

1. 神是擁有絕對主權，我們一切，宇宙一切都是神所擁有，一切主權都屬於祂，祂就是一

切的主宰。 

2. 神是慈愛和公義，祂雖是主宰，卻非暴君，祂是一個慈愛而的又公義的神。 

3. 人是有罪、反叛，以為自己就是「波士」，就是主人，他們不接受神的主權。 

保羅論到以色列的問題時，他問 

◆ 神棄絕了他的百姓嗎？（v.1）。 

◆ 以色列人的不信（失腳）是永遠的嗎？(Beyond recovery) 

你以為保羅怎樣回答這兩個問題？ 

    

(一) 還是祝福 (v.11-15) 

1) 表面看來，以色列人不信耶穌，這好像把神揀選以色列人為祂子民的計劃打碎了，但保羅

卻看到這不但沒有把神的計劃打碎，而且更是因以色列人之不信，帶給人類更大的祝福，

保羅憑什麼說這話？ 

請看下面的答案   

a) 據 v.11 因著以色列人之不信(過失)，這帶來了什麼積極之後果呢？  

救恩就臨到外邦人  

b) 又因著救恩臨到外邦人，這又帶來什麼積極的後果呢？ 

參看註  

（註：「激動他們發憤」，原文是激動他們妒忌（envious），因而令他們反省而歸向神，

這就是保羅所謂「豐滿」之意思了！） 

c) 又因著以色列人，因激動而發憤，以致帶來他們之豐盛，這又帶給這世界有什麼積極

的後果呢？（v.12） 

令他們更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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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先我們看看神救贖計劃的第一點(因著以色列人之不信，救恩就臨到外邦人)，你有沒有

證據證明這是事實呢？ 

有，記載於使徒行傳  

a) 參看使徒行傳十三：46-47，保羅和巴拿巴給猶太人一個什麼信息？ 

他們先傳福音給猶太人，他們拒絕，保羅就向外邦人傳  

b) 其實，使徒行傳所記載之史實，耶穌早已預言過了，請參看馬太福音八：11-12，耶穌

怎樣預言這事實？ 

耶穌亦曾預言猶太人拒絕救恩，福音傳至外邦  

3) 我們再看神救贖的第二步（外邦人得救恩激發了以色列人妒忌），究竟這一步實現了沒有？ 

Already – but – not - yet  

a) 參看使徒行傳五：17；十三：45;十七：5，在保羅時代，外邦人信主，猶太人有何反應？ 

他們嫉妒  

b) 然而，使徒行傳所說的「妒忌」（envy）與保羅在羅馬書十一：11 的 envy（中譯作發憤）

有沒有不同呢？其不同之處又那兒？ 

有，前者是消極的、負面的，後者是正面的  

c) 你以為這第二步如今實現了沒有？ 

似乎正沒有   

4) 現在我們要看看第三步（以色列人重歸神，他們會帶給外邦人及世界更大的富足），究竟

這一步已實現了沒有？ 

沒有  

a) 我們看看 v.12，保羅用了一個文法所謂 a fortiori progression 來描述這救贖過程的第三部。 

◆ 如果「以色列人」的「過失」為「天下」（外邦人）帶來富足。 

◆ 如果「以色列人」的「缺乏」為 外邦人帶來富足。 

更何況以色列人的「豐滿」會為外邦人帶來什麼？ 

 更富足  

b) 「豐滿」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保羅用這個字來形容以色列人重歸神呢？ 

參看註  

（註：「豐滿」一字是 pleroma (fullness) ，這個字在 v.25 又出現，是指外邦人信主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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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添滿(full number)，所以簡言之，這豐滿一定是與數目有關的。「餘數」(remnant) 是表

明小的數目，豐滿(pleroma)是表明大的數目，到了那日，以色列人信主人數會大大加增，

不再是「餘數」(remnant) ，而是豐滿(majority)，保羅預言有一天，會有很多很多以色列

人歸向主，而他們的信主也帶給外邦人更大的福氣，更富足的恩典。） 

5) 保羅在 v.13 開始分享他自己的職份了；他是猶太人，也是愛同胞的，但卻把生命交付給「向

外邦人傳道」的使命，這是否矛盾的呢？ 

沒有   

a) 在 v.13，保羅怎樣介紹他自己的職份？ 

參看註  

（註：羅馬教會大多是外邦的信徒，所以保羅在 v.13 說：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 

b) 他又怎樣看這職份呢？他的態度與舊約的約拿有沒有不同呢？ 

 參看註  

（註：中文譯本「敬重」一字，原文是 doxazo，意思是榮耀，他以此職份為榮耀之職

份，他亦會全力以赴，與約拿之逃避及「被迫」之感覺完全不同。） 

c) 據 v.14，保羅之所以如此熱心向外邦人傳福音，除了這是神給他使命，及他也愛外邦

人，他還有一個原因，這是什麼？ 

希望激發他們「妒忌」之心  

d) 我們很奇怪保羅用「妒忌」（中譯作發憤）這一個字，我們覺得「妒忌」是不好的，為

什麼保羅要激發他們妒忌之心，以致他們也熱心追求基督，這豈不是有不妥之處？ 

 參看註  

（註：什麼是「妒忌」(envy)，John Stott 解釋為「the desire to have for oneself something 

possessed by another」，一個丈夫妒忌別個男人追求他的太太，這是絕對正確的「妒忌」，

因為他有權這樣作，上帝妒忌我們去拜偶像，這也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祂本來就是神，

是應份的，以色列人本來是神的子民，現在因他們不信而失落了，他們妒忌外邦人得

著這豐盛的救恩而竭力追求主，這也是正確的妒忌。）  

6) 保羅以為以色列人的重歸神（豐盛），會帶給外邦人更大的富足，究竟保羅在 v.15 怎樣形

容這更富足的恩惠？ 

參看下面  

a) 首先，我們要留意保羅的用字，到了 v.15，他似乎用了一連串新的字彙來形容，例： 

(i) 以色列人的「失腳」(stumble)，跌倒 (fall)，過失(transgression)，缺乏(loss) 

(v.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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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5用什麼字來形來容？被棄絕            

(ii) v.12-14用「救恩」(salvation)「富足」(rich)來形容外邦人，v.15用什麼字來

形來容？被接納               

(iii) 你以為這些改變有沒有特別意思？ 

參看註                 

（註：v.15 所用的字，如「被丟棄」「與神相和」「被接納」「死而復生」都是指

神的主權及進程的（以色列人：從被丟棄到被接納。外邦人從「與神相和」到「死

而復生」。） 

b) 究竟 v.15的「死而復生」是什麼意思呢？ 

參看下面  

(i) 有人以為這是指耶穌再來時信徒的復活，他們以為以色列歸主之時，也是主再來

之時，外邦信徒會經歷復活了。 

(ii) 有人以為這是指「屬靈的復生」（與主同活），表示信徒會有大復興。 

(iii) 有人以為這是喻意(figurative)，他是引用了以西結的枯骨例子，引申為信徒之

大復興。 

以上三個解釋，你最認同那個解釋呢？為什麼？ 

(i) & (iii)較可信   

 

(二) 兩個有趣的例子(v.16) 

1) 保羅在 v.16 用了兩個非常有趣的比喻來能解釋他的看法，究竟是那兩個比喻？ 

a) v.16a 新麵的例子                

b) v.16b 橄欖枝子的例子               

2) 首先，我們看看 v.16a，保羅所說的「新麵」究竟是指什麼？ 

參看下面  

a) 「新麵」原文是 aparche，即初熟的果子，按民數記十五：17-21，究竟這是一條什麼誡

命？ 

獻祭，把初熟的果子獻上，即是全部獻上  

b) 我們又再看看那些 aparche（初熟的果子）的意思，按哥林多前書十五：20-24；究竟保

羅用這比喻的意思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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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看註  

（註：按哥林多前書十五：20-24，耶穌的復活稱為初熟的果子，表示以後會有復活的

harvest，也即是信徒在末日會復活，耶穌的復活只不過是帶頭的復活，但祂的復活就保

證了將來信徒的復活，這就是「初熟的果子的意思」，保羅引此例，是說明這些「餘數」，

也可視為初熟的果子，將來會有很多猶太人信主。） 

3) 我們再看 v.16b，保羅引用樹根與樹枝的關係是什麼意思？這與他所持的祝福又有什麼關

係呢？  

極有關係  

a) 「樹根」是代表什麼？「樹枝」又代表什麼呢？ 

先祖及猶太人  

b) 為什為保羅有信心將來以色列人必會重歸基督？其理由又是什麼？ 

因為這正如根與枝子的關係，是同出一源  

c) 這樣看來，這兩個比喻都有同一的意思，這是什麼？ 

同出一源，獻一部份＝獻全部    

 

(三) 橄欖的比喻(v.17-24) 

1) 保羅在 v.17-24 用什麼來形容以色列？ 

橄欖樹  

a) 首先我們看看培植的橄欖，為什麼保羅用橄欖樹來形容以色列？（參看耶利米書十一：

16，何西亞書十四：6） 

 這是 O.T.的例  

b) 「橄欖根」又是指什麼？ 

 參看註  

(註：John Stott 以為這指以色列的先祖，特別是與神立約的亞伯拉罕。) 

c) 被拆下來的橄欖枝子又是指什麼？ 

參看註    

（註：明顯是指那些不信的猶太人。） 

2) 保羅又用什麼來形容外邦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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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橄欖枝子  

a) 這些野橄欖的枝子為什麼可以與其他培植橄欖的枝子一同享受到橄欖根的肥汁呢？ 

同出於一源  

b) 有些人對保羅這個比喻有極大的保留，因為在巴勒斯坦，一般人是以培植的橄欖枝子

接駁到野橄欖樹上，而從不會像保羅所說把野橄欖的枝子接駁到培植的橄欖樹上，就

正如 C.H.Dodd 說，保羅是個無知，不知農耕知識的城巿人，你又怎樣解釋這比喻呢？ 

 參看註  

（註：據著名考古學家 Sir William Ramsay考究，無論是昔日，或是現在的猶太人，

在非常特殊情況下，都會把野橄欖枝子接駁到培植的橄欖樹上，就是當那培植的橄欖

樹不再在果子，農夫就會把野橄欖的枝子接駁到那培植的橄欖樹上，以刺激這培植的

橄欖樹可以長出果子來，可參看 Pauline and other Studies P.217 by William 

Ramsay。） 

3) 保羅引用橄欖枝子的例子來警告外邦人，他警告他們什麼？（v.18） 

不可誇口  

a) 按 v.18，為什麼外邦人是一無可誇的呢？ 

是恩典  

b) 又按 v.19-20，保羅又以為外邦人為什麼不可誇口呢？ 

不是他們的功勞  

c) 在 v. 20，保羅對外邦人有何忠告及警告？ 

不可誇口  

d) 最重要的，我們要認識神的本性，v.21-22我們認識神有多少？ 

 參看註  

（註：神既有慈愛憐憫，祂也是一最厲的神，Kindness and Sternness。）  

e) 為什麼保羅要如此警告外邦人呢？從教會歷史上看猶太人與基督徒的關係，你以保羅

的憂慮是否多餘的呢？ 

請看看註  

（註：從教會歷史看，基督徒與猶太人關係非常惡劣，十字軍東征時，那些十字軍

不但濫殺回教徒，也濫殺猶太人，歐洲的反猶太人浪潮最後導致希特拉屠殺猶太人，

這一切都證明保羅的憂慮絕非無故的。） 

4) 保羅又再用這個橄欖例子來勉勵那些猶太人，保羅的勉勵和理由是什麼？（v.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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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歸向主，是神的應許  

a) 「他們若不是長久不信」（v.23），我們要留意「長久」這個字(epimeno=persist)，這句話

是表明什麼真理？ 

是暫時的  

b) 保羅以為神沒有棄絕以色列人，因為 

◆ 從 scope 來說，還有「餘數」仍篤信基督。  

◆ 從 time 來說，猶太人不是「長久不信」。 

若是猶太人放棄不信，會有何後果呢？ 

 重駁上去  

c) 又據 v.24 所看，「外邦人信主」與「猶太人信主」那一個是比較困難的呢？ 

前者   

5) 作為一個外邦信徒，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對待猶太人呢？ 

可讓眾人分享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