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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三3
从救恩历史证明「因信称义」并未与神过去的应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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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以色列全家得救
 过去以色列人也是因着应许和神的拣选
而成为后裔，不在乎他们的行为 (九章)
 现在以色列人被弃是咎由自取，
因他们拒绝福音，
想靠行律法建立自己的义 (十章)
 选民暂时的被弃并非万劫不复，
将来他们仍要被赎回 (十一章)
处理「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对外邦信徒另一方面的提醒

第九课 以色列全家得救
神在拯救犹太人及外邦人上的主权
 导言（九1-5）
 神拣选的主权（九6-29）
（九6 29）
 人的责任（九30-十21）
 神的目的 (十一1-29)
 结论(十一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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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

作见证；2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作见证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3为我弟兄，我骨肉之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
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4他们是以色列
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5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
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保罗传道生涯中常受以色列人逼迫，
但仍为以色列人不信而忧伤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亲
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
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九1-3
我也愿意。
九
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
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
按肉体说，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九4-5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保罗提醒：上帝拣选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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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6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7 也不因
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作他的儿女；惟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8 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惟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9 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10
不但如此 还有利百加 既从一个人
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
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 11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召人的主。）12 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
事小的 13 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
事小的。
如经 所记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恶的 14 这样，
这样
我们可说甚么呢？难道神有甚么不公平么？断乎没有！15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16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意
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17 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18
如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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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甚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20 你

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甚
么这样造我呢？21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
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22 倘若神要显明他的忿怒，彰显他的权能，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23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
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
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24 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
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甚么不可呢？25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
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
为蒙爱的。26 从前在甚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
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27 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
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28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
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29 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
们存留余种 我们早已像所多玛 蛾摩拉的样子了
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

‧导言‧神的主权 ‧人的责任‧神的目的‧结论

保罗也讲述以色列人的救赎 、拯救
整个旧约历史和许多新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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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八章：谈论个人得救的问题
九至十一章：讲论整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九至十
章：讲论整体以色列人和外邦人

以色列一直都是
以色列
直都是神特别关注的对象

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都作他的儿女；
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
惟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

神与以色列订立一个永恒不变的约，
延展到新约当中蒙恩的信徒

神用立约的形式与人主动建立关系
今日更藉耶稣基督与人另立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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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主权

神拣选恩待某人完全是出于怜悯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九15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只在 发怜悯的神 九16
 将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的器皿上九23
 你们倒蒙了怜恤 十一30
 神特意要怜恤众人十一32
十
上帝是一位有
帝
怜悯的上帝
帝

谁是真以色列人？非因肉身，乃是应许、拣选
从选民中的拣选与未拣选，提醒上帝的主权

‧导言‧神的主权 ‧人的责任‧神的目的‧结论

上帝的主权
神并不需要与人建立关系
 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
 我们毁坏了神造人的目的与任务
神愿意纡尊降卑，
拣选我们成为属于神的人
拣选是出于神的
的主权
权
主权是根据神的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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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30 这样，我们可说甚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

信而得的义。31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
32 这是甚
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
上。33 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盘石；信靠他
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十1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
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弟兄们 我心里所愿的 向神所求的 是要以色列
人得救。2 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3 因为不知道
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4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
信他的都得着义。5 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6 惟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
下基督来；7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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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
们所传信主的道。）9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
得救。10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1经上说：
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12 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
；
13 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14 然而，
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
呢？15 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
们的脚踪何等佳美。16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
传的有谁信呢？17 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18 但我
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
19 我再说，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惹动你
我再说 以色列人不知道吗？先有摩西说：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 惹动你
们的愤恨；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20 又有以赛亚放胆说：没有
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访问我的，我向他们显现。21 至于以色列人，
他说 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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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不得救

人只是被动的被选吗？

 因他们追求自己的义，拒绝神的义
用以色列人的命运
让我们再次思想

人的责任
神拣选，但人仍是有责任的！
以色列人被弃，是因他们不接受救恩、咎由自取
弃
接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因为不知道神的义
想要立自己的义，
就不服神的义了。
就不服神的义了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 都得着义 十3-4
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他 先放弃 神所预备的救恩 以致遭神弃绝
他们先放弃了神所预备的救恩，以致遭神弃绝

‧导言‧神的主权‧人的责任 ‧神的目的‧结论

以色列人不得救

‧导言‧神的主权‧人的责任 ‧神的目的‧结论

以色列人不得救

 因他们追求自己的义，拒绝神的义

 因他们追求自己的义，拒绝神的义

 不能推诿说是因为福音难寻

 不能推诿说是因为福音难寻
 不能推诿说是因为神没有差遣人传道给他们

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
（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十5-13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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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1 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
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2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
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3 主啊，他们杀了
主啊 他们杀了
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4 神的回话是
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5 如今也是这样，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 6 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
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所留的余数。
既是出于恩典 就不在乎行为 不然 恩典
就不是恩典了。7 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惟有蒙拣选的
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8 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
能看见 耳朵不能听见 直到今日 9 大卫也说：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机
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
大卫也说 愿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 变为机
槛，变为绊脚石，作他们的报应。10 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
他们的腰。11 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
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12 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
乏，为外邦人的富足；何况他们的丰满呢？13 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
人的使徒，所以敬重（原文作：荣耀）我的职分，14 或者可以激动我骨肉之亲发愤，
好救他们一些人。

我整天伸手
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十21
以色列人不得救因为拒绝接受、拒绝相信
思想自己 能否敞开心 全然接受真理
思想自己：能否敞开心、全然接受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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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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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所献
的新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17 若有几根
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
枝子被折下来，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
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18 你就不可向旧
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19 你若说，那枝子被
折下来是特为叫我接上。20 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折下来；你因为信，所以
立得住 你不可自高 反要惧怕 21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
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
神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 也必不爱惜你 22
可见神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
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23 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
为神能够把他们从新接上 24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接
为神能够把他们从新接上。
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 尚且逆着性得接
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接在本树上呢！25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
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
数目添满了，26 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27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
约。28 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
；
蒙爱的。29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导言‧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目的 ‧结论

神的目的：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福音转向到了外邦

纵使在以色列最悖逆神的时候，
神仍保存了蒙拣选、蒙怜悯的余民
－真以色列人
以利亚在神面前控告以色列人
神回话说：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十一2-4
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照着拣选的恩典，
还有所留的余数。十一5

‧导言‧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目的 ‧结论

以色列人演了一出救恩的历史给外邦信徒看
耶稣基督的复活，
请外邦人
救
行列
邀请外邦人加入救恩的行列
看戏的我们接受
接受了
以色列人所拒绝的福音
以色列的被拒绝 是我们被接纳的时刻
以色列的被拒绝，是我们被接纳的时刻
进入教会时代：包含犹太人与外邦人
认识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

‧导言‧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目的 ‧结论

神一样按着恩典、主权、怜悯，
样按着恩典 主权 怜悯
拣选外邦人来相信耶稣
以色列人与外
外邦人的祸福息息相关
用橄榄树的比喻来说明救恩历史的演进
若有几根枝子被折下来，
你这野橄榄得接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汁 。十一17

‧导言‧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目的‧结论
请自行阅读下列经文后，click 左下角

继续课程

十一30 你们从前不顺服神，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恤。
31 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
这样 他们也是不顺服 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怜恤 现在也就蒙

怜恤。32 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33 深哉，
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34 谁
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35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36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
阿们！

‧导言‧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目的‧结论

从以色列全家得救，
看见神的主权、救恩的作为，
保罗发出赞叹：
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
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
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
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十一 33-36

保罗循序渐进地表达他对以色列的情感：

难过 － 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 九2

‧导言‧神的主权‧人的责任‧神的目的‧结论

保罗为神的作为拍案叫绝
 显明了福音的真理
 处理了以色列人所处的情境
 成全了律法的义
在接受耶稣 督的外邦信徒身上
在接受耶稣基督的外邦信徒身上
在救恩的舞台上、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被杀，
却看见神的智慧
智慧、美好的计画
计画，从不失败

神的目的转向所有的外
外邦人
至终，救恩
救恩要从外邦
外邦传向以色列

神在拯救犹太人及外邦人上的主权

渴求 － 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十1
盼望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 十
十一2
2
保罗的盼望就是上帝的计画
上帝的计画，
，
也呼吁外邦选民 思想我们所蒙的
也呼吁外邦选民，思想
思想
的怜悯
怜悯与恩典

现今 － 珍惜恩典
恩典、把福音在生命
生命中
中表明出来
责任 －向
向外邦、向以色列选民，见证
，见证因信称义的真理
将来 －以色列
以色列人
人全家得救，
全家得救，完成
完成神对全人类的计画

主再来

教会时代

新天新地

祷告

问题思想

谢谢耶稣你成为我们的救主
在救赎历史中
从没有减损你爱世人的心
从没改变你拯救世人的计画恩典
为你的信实我们来赞叹
为你的恩典怜悯向你献上感恩
引导我们常活在怜恤当中 也让我们懂得去怜恤别人
引导我们常活在怜恤当中，也让我们懂得去怜恤别人

问题思想
 从神绝对的主权、拣选，
从神绝对的主权 拣选
不论对以色列人或外邦人，
都在在彰显神哪方面的特性？
 上帝的怜悯
 在救恩历史的进程中，
我们这些外邦人所处的地位为何？
 现在是教会的时代，以色列人被拒绝，
外邦人被连结在耶稣基督身体上的恩典时刻

Click 左下角

可以阅读解答

 从神绝对的主权、拣选，
从神绝对的主权 拣选
不论对以色列人或外邦人，
都在在彰显神哪方面的特性？

 在救恩历史的进程中，
现在我们这些外邦人所处的地位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