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窩窩福福堂堂查查經經團團契契  

第三十二課：以色列全家得救  
(羅馬書十一 25-32) 

查經前討論 

請看看以下列出以色列歷史的簡略發展 

1. 亞伯拉罕蒙召入迦南 

2. 雅各及眾子移居埃及 

3. 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4. 征服迦南 

5. 士師時代 

6. 大衛皇朝 

7. 所羅門建聖殿 

8. 南北分裂 

9. 北國（以色列）滅亡，為亞述所滅 

10. 南國（猶大）滅亡，被擄至巴比倫 

11. 猶太人從波斯地回歸巴勒斯坦 

12. 馬加比革命及皇朝 

13. 耶穌出生 

14. 耶路撒冷被毁及猶太人流亡各地 

15. 英國外相 James Balfour 寫信給 Lord Rothschild，英國支持猶太人在

巴勒期坦建他們的國家，這信便成為日後以色列立國的法律根據 

16. 希特拉大屠殺猶太人 

17. David Ben-Gurion 宣佈以色列成立國家 

18. 以色列獨立戰爭 

19. 西乃之戰（蘇伊士運河之戰） 

20. 六日戰爭，以色列佔領西岸、迦薩、Golan Height 及耶路撒冷 

21. 贖罪日之戰 

2090B.C. 

2060 B.C. 

1446 B.C. 

1400 B.C. 

1400 B.C.-1040 B.C. 

1000 B.C. 

996 B.C. 

930 B.C. 

722 B.C. 

586 B.C. 

424 B.C. 

167 B.C.-40 B.C. 

4 B.C. 

69A.D. 

1917 A.D. 

 

1936-1945 A.D. 

1948 A.D. 

1948-1949 A.D. 

1956 A.D. 

1967 A.D. 

197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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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衛營和約，以埃和談 

23. 以色列與約但簽署 Washington Declaration，彼此尊重對方  

24. Oslo Accord（巴勒斯坦自治區成立）及以巴和談  

25. 因殖民區問題，以巴仍常衝突，Obama 提議以 1967 年前邊界為

準，把 West Bank 及 East Jerusalem 歸給巴人，為以色列反對   

1978 A.D. 

1994 A.D. 

2000 A.D. 

2011 A.D. 

從以上簡單講述以色列在過去 4000 年的歷史來看，你有何感受？ 

 

(一) 神的奧秘 (v.25-27) 

1) 當保羅講完橄欖樹的比喻來形容以色列的將來後，他就向弟兄們（猶太信徒及外邦信徒）

提出一個警告，這是什麼？ 

   

a) 什麼是奧秘？（參看歌羅西書二：2）  

   

(註：奧秘並不是秘密，也不是詭秘(not secret nor mysticism)，而是從前隱藏的，如今顯

露出來，這特別是指神救贖的計劃，以色列人的將來也是神救贖計劃的一部份，昔日

是隱藏的，如今被顯露出來，故保羅稱之為奧秘。)  

b) 為什麼保羅要我們知道這奧秘？ 

   

c) 先前保羅在 v.18 警告我們不要誇口，v.20 又警告我們不可自高，為什麼在這裏保羅說

若我們知道這奧秘，就不會自以為聰明呢？ 

   

（註：我們香港人說：「知少少，扮代表」，這正是保羅的意思，如果我們有真知識，

就會在神面前謙卑，因為真知識叫我們體驗到一切都在神的手上，我們是何等渺少。） 

d) 究竟保羅在這裏所謂的「奧秘」是指什麼？ 

    

2) 在 v.26，保羅提到這奧秘其實是分三個真理，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真理，以色列人現在所

處的是一個什麼景況？（v.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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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實，這並不是「新的啟示」，保羅早在十一：7 已提及過了，但究竟為什麼以色列人

會硬心呢？ 

   

(i) 是以色列人的責任嗎？ 

  

(ii) 是神主權下的計劃嗎？ 

  

(iii) 既說是以色列人有幾分硬心，又說是神 harden their heart，這是否有矛盾的呢？ 

  

（註：從 human logic 來說，這是矛盾的，但事實上，兩者都是真理，以色列人是

自己選擇心硬，但同時又是神 harden their heart，這個看來是矛盾的真理我們稱為

antinomy，就如光是 travel by waves，但同時又 travel by particles，二者都是真實，但從 

human logic 來看，卻是矛盾的。）  

b) 然而，以色列人的硬心是永久性的嗎？再者，是否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硬心的呢？（參

看十一：5） 

   

3) 我們再看第二個真理，以色列人的硬心不是永久性的，到了什麼時候他們就不會再硬心

呢？ 

   

a) 什麼是「外邦人的數目滿了」？ 

   

（註：「數目滿了」的希臘文是 pleroma，在 v.12 中文譯本則作豐滿，這個字有兩個可能

的解釋，第一個解釋是泛指豐豐富富的祝福(full blessing)臨到外邦人身上，又或者說向

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命完成了，萬國萬民都有機會聽聞福音，另一個解釋則以為這是指

某一個數目，這好像神早已定下一個「額」（數目），當這數目達標的時候，也即是外

邦人信主的數目達到神所定的「額」時，以色列人就不再硬心了，我以為前者的解釋

較為可信。） 

b) 在「外邦人的數目還未滿時」，外邦人與以色列人的景況有沒有分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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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再看第三個真理；當「外邦人的數目」滿了後，會有何事情發生？(v.26a) 

   

a) 究竟這裏所指的「以色列」是指政治性的以色列(即以色列民族、猶太人)，抑或是指屬

靈的以色列（即是神的子民，與種族無關的，也是我們今天的教會）？為什麼你會如

此的結論？ 

   

（註：如果我們說是屬靈的以色列，那麼我們又如何解釋「外邦人」呢？所以很明顯

的，保羅在這裏是指 political Israel，而非 spiritual Israel。）   

b) 這裏所謂「全家」又是什麼意思呢？這是指每一個猶太人嗎？ 

   

c) 「得救」又是什麼意思？ 

   

5) 為了證明他所說的是有根有據，保羅就引用了三段舊約聖經來證明： 

◆ 以賽亞書五十九：20 

◆ 以賽亞書廿七：9 

◆ 耶利米書卅一：33 

這三段聖經講出了三個真理，是那三個真理？ 

◆ 第一個真理（以賽亞書五十九：20）           

◆ 第二個真理（以賽亞書廿七：9）            

◆ 第三個真理（耶利米書卅一：33）            

a) 首先，我們看看第一個真理，「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然而，當我們翻看以賽亞

書五十九：20 時，卻發現保羅所引的是有出入 

◆ 以賽亞書五十九：20「必有一位救贖主來到錫安」 

◆ 羅馬書十一：26「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The redeemer will come out of (ek) Zion） 

為什麼有如此的分別呢？ 

   

（註：有些釋經家以為保羅故意修改舊約經文來就他意思，但有些釋經家則以為保羅

所引用的舊約版本與我們現在的 Masorectic Text 及 LXX 都有不同，只是保羅所引用的現

在已失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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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保羅的意思，誰是這位救贖主？又按希伯來書十二：22 所說，這錫安又是什麼意思

呢？ 

   

（註：耶穌就是從天上來的，這就是約翰福音第一章所說的道成了肉身。） 

6) 我們再看第二個真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究竟這是什麼意思？ 

  

a) 「雅各家」是指什麼人？（雅各的新名字是什麼？） 

    

b) 這救主來其目的又是什麼？ 

   

7) 我們再看第三個真理「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這是什麼意思？ 

  

a) 我們看看耶利米書卅一：33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

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究竟這裏所謂

的「約」是什麼約？（參看希伯來書八：10-13） 

    

b) 這個「新約」有什麼特色？ 

   

c) 綜合了上述三段經文，神對以色列人有什麼計劃？這與保羅所說的有沒有分別呢？ 

   

 

(二) 神憐恤眾人(v.28-32) 

1) 在 v.28-32，保羅提到二類人，是那二類？ 

◆ 「他們」是指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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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又是指什麼人？              

 

 

2) 當保羅提到「以色列人」時，他提到一個矛盾的現象，兩個幾乎完全相反的真理，這是什

麼？ 

  

a) 為什麼保羅說他們是「仇敵」？究竟他是誰的仇敵？ 

   

（註：這是指與神為仇，他們不信，在神的審判下，「仇敵」這個字應該是「被動」的，

也即是說神看他們為仇敵，是活在神的審判下。） 

b) 然而，為什麼保羅又說他們是蒙愛的呢？是蒙那個的愛呢？ 

   

（註：蒙愛也是被動的，是神愛他們，不是他們值得被愛。） 

3) 為什麼保羅說：「就著福音來說，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  

  

a) 猶太人怎樣看耶穌的福音呢？ 

   

b) 當保羅要傳福音給外邦人（你們）時，猶太人的反應又是怎樣的呢？ 

   

c) 就是因著神視猶太人為「仇敵」，福音就傳到那兒？ 

    

4) 為什麼保羅說：「就著揀選說，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又是什麼意思呢？  

  

a) 神揀選亞伯拉罕的子孫（以色列民）為祂的子民(nation)，又與亞伯拉罕立約，在立約

中神應許了什麼？（參看耶利米書卅一：33） 

   

b) 為什麼保羅有這樣的信心，以色列人終必歸向主？(v.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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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神既與亞伯拉罕立約，又揀選以色列為祂的子民，祂就不會，即不可能不依祂所

應許而許，所以是基於神的本性，和祂立約的應許，保羅就肯定以色列人終必歸向神。) 

 

5) 在 v.30，保羅又如何描述外邦人（你們）從前的景況？  

  

a) 為什麼說外邦人從前是不順服神呢？ 

   

b) 神有沒有因著「你們」的不順服就拋棄了你們呢？(v.29) 

   

c) 神在什麼情況下賜憐恤給外邦人呢？ 

   

6) 我們再看以色列人的將來，保羅如何描述以色列人現在的景況？  

  

a) 為什麼說「以色列人」現在是不順服的呢？  

   

b) 神有沒有因著以色列人不順服就永遠拋棄他們呢？ 

   

c) 神在什麼情況下會賜憐恤給以色列人呢？ 

   

d) 以色列人在什麼時候會得著神的憐恤？是現在？抑或將來？ 

   

（註：「現在」一字並非指時間性，而是指邏輯上，就好像我們講完了一連串的話，就

結論說，我現在告訴你…，所以這仍是指將來的。） 

7) 如此看來，為什麼我們（包括以色列人、外邦人）可蒙憐恤？  

  

 

(三) 一些應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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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些人以為神的救贖有二種方法： 

◆ 對外邦人來說，我們信主便得救。 

◆ 對猶太人來說，這完全是神的揀選。 

結論：我們不用向猶太人傳福音。 

你同意這說法嗎？為什麼？ 

  

2) 有不少猶太人對基督徒熱心向猶太人傳福音是非常反感的，他們以為這是保

anti-semitism，於是這又引起一些基督徒有極大的反應，甚至逼害猶太人（像昔日的德

國），你又同意看法嗎？為什麼？ 

  

3) 有不少基督徒又以為猶太人復興，聖殿重建，便表示基督會快來，他們一面倒的偏幫猶

太人，甚至捐錢重建聖殿，你又同意這做法嗎？為什麼？ 

  

4) 我們對猶太人應採取什麼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