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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我們會這個月我們會這個月我們會這個月我們會繼續查考六至十一章繼續查考六至十一章繼續查考六至十一章繼續查考六至十一章的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的第二部分：：：：九至十一章九至十一章九至十一章九至十一章 

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第一週 (4 月月月月 28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5 月月月月 4 日日日日) : 第九第九第九第九章章章章 
神揀選神揀選神揀選神揀選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人人人，，，，而而而而因因因因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的過失人的過失人的過失人的過失，，，，使救恩臨到外邦人使救恩臨到外邦人使救恩臨到外邦人使救恩臨到外邦人。。。。救恩救恩救恩救恩是是是是：：：：    

1. 在於呼召人的神(1-13 節) 
2. 在於發憐憫的神(14-18 節) 

3. 是造物主的主宰權柄(19-29 節) 
4. 藉著人憑信心求(30-33 節)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9:1 「在基督裏」意指他所講的話是在主面前講的，是向主負責任的，以表明他的
話真實可靠。他在「說真話」後面再加上「不說謊話」，更加強他的話語的真
實可靠性。 
「被聖靈感動」原文是「在聖靈裏」。聖靈乃是與我們的靈同作見證(羅 8:16「心」
字原文是「靈」)，本節則指聖靈與我們的良心同作見證。 

9:3 「自己被咒詛」原文是「自己成為咒詛」，被逐出教門成為咒詛；在此意即自
己被交付在神的忿怒之下永遠滅亡(林前 12:3；16:22；加 1:8-9)。 
「我也願意」原文是「我曾願為此祈禱」；表明保羅心甘情願代替同胞接受當
得的刑罰，如果他們能因此蒙受救恩的話。世人寧願別人受虧損，務要叫自己
得益；基督徒處世為人的原則乃是︰為叫別人得益，寧願自己受虧損。 

9:4 「以色列人」是猶太人被擄回歸之後對自己的稱呼，表示他們是神的選民。 
「兒子的名分」:以色列人全體是「神的兒子」(出 4:22-23；耶 31:9；何 11:1)。 
「榮耀」:神的顯現，指神與以色列人同在(出 16:7、10；利 6:23；民 16:19)。 
「諸約」:神與以色列人祖先所立的約，如亞伯拉罕之約(創 15:17-21；17:1-8)、
摩西之約(出 19:5；24:1-4)、利未人之約(民 25:12-13；耶 33:21；瑪 2:4-5)、大衛
之約(撒下 7；23:5)等。 
「律法」:摩西律法。 
「禮儀」:割禮、獻祭等；有解經家認為此詞原文特指在聖殿裏的敬拜和事奉。 
「應許」:神在諸約中的應許，特別是彌賽亞的應許(撒下 7:12、16；賽 9:6-7 等)。 

9:6 「落了空」意思有如一隻船偏離了航線，永遠無法達到目的地。問題不在神的
應許，問題乃在以色列人，他們之中大半沒有守住承受神應許所須站的地位。 
「從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這句話和「因為外表是猶太人的不是真猶太
人…」(羅 2:28-29)，含意相同，彼此對應。以色列人不是憑著他們的肉身關係，
乃需憑著他們對神應許的信心，才能承受神應許的福分。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
也不都是基督徒；憑著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太 7:16)。 

9:7 「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這句話引自創 21:12。神只承認從以撒生的
才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因以撒才是神所應許的(9:8「那應許的兒女」)，其他都
是亞伯拉罕憑肉體所生的。 

9:11 「雙子還沒有生下來，善惡還沒有作出來」意指他們還沒有顯出品格、行為的
好壞，所以神的揀選決不是根據他們本身以及行為的條件。神為顯明祂有施恩
的絕對權柄，特在人還沒有顯出值得被揀選的條件之前，即作出了祂的揀選。 

9:12-13 「將來大的要服事小的」事實上，以掃從來沒有服事過雅各。當時的豫言，是
針對兩人的後裔說的。歷史上有一段很長的時期，以掃的後裔以東人，曾經臣
服於雅各的後裔以色列人(參撒下 8:14；王上 22:47；王下 14:7 等)。而以東人
在以色列人遭難的日子，對以色列人毫無兄弟情誼，因此招致神的忿怒(賽
34:5-15；耶 49:7-22；結 25:12-14；35:5-7；俄 1-14)。 

9:14 神揀選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為，乃在乎神自己。神這樣作，豈不是專橫無理
且不公平嗎？其實，若按著公平、公義，沒有人配得神的揀選，因此神只以「憐
憫」和「恩典」來對待人(15 節)，而神這樣作，乃是超越過公平和公義的。 

9:19 「這樣，你會對我說」「你」字泛指不同意神作法的不信者。他們質問，人心
的剛硬既然是由神促成的，神就不應該再責問人的錯失。人既是不能在神的旨
意之外作任何事，那麼人若因此有了過錯，就不應該要求人對此負責。 

22001133 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讀讀讀讀讀讀讀讀經經經經經經經經計計計計計計計計劃劃劃劃劃劃劃劃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一一一一一一一一階階階階階階階階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至至至至至至至至六六六六六六六六月月月月月月月月))：：：：：：：：羅羅羅羅羅羅羅羅馬馬馬馬馬馬馬馬書書書書書書書書    「「「「「「「「惟惟惟惟惟惟惟惟喜喜喜喜喜喜喜喜愛愛愛愛愛愛愛愛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和和和和和和和和華華華華華華華華的的的的的的的的律律律律律律律律法法法法法法法法，，，，，，，，晝晝晝晝晝晝晝晝夜夜夜夜夜夜夜夜思思思思思思思思想想想想想想想想，，，，，，，，這這這這這這這這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便便便便便便便便為為為為為為為為有有有有有有有有福福福福福福福福！！！！！！！！」」」」」」」」  ((詩詩詩詩詩詩詩詩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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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預備遭毀滅的器皿」並不是指神「預定」某些人沉淪，因為祂願意萬人得救
(提前 2:4)，不願有一人沉淪(彼後 3:9)；這裏是指神憑著祂的全知，知道有些人
雖經祂「多多忍耐寬容」，仍舊不肯悔改，故其結局必然遭致滅亡。雖然神的
揀選不是按人的行為，但人仍要為他的行為負責任。 

9:28 「施行祂的話」: 執行祂的審判。 

9:33 「絆腳的石頭，使人跌倒的磐石」這塊石頭就是主耶穌。不信祂的人，就要被
祂絆倒；信靠祂的人，卻永不落空，永不羞愧。神設立基督作「房角的頭塊石
頭」，是世人救恩的根基，也是信徒屬靈建造的根基，因祂是經過試驗的石頭，
是那穩固的根基(參賽 28:15-17)。但人若不完全信靠祂，祂就會變成我們「絆
腳的石頭」(彼前 2:7-8)。 

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你曾否像你曾否像你曾否像你曾否像 9:19 中中中中那些人那些人那些人那些人，，，，向神問為什麼向神問為什麼向神問為什麼向神問為什麼？？？？向神為自己的反叛開脫向神為自己的反叛開脫向神為自己的反叛開脫向神為自己的反叛開脫、、、、找藉口找藉口找藉口找藉口，，，，
甚至將委過於神甚至將委過於神甚至將委過於神甚至將委過於神？？？？出於人性出於人性出於人性出於人性，，，，我們都有自我我們都有自我我們都有自我我們都有自我、、、、驕傲一面驕傲一面驕傲一面驕傲一面，，，，自以為與神對等自以為與神對等自以為與神對等自以為與神對等，，，，可以與神談可以與神談可以與神談可以與神談
判判判判。。。。但你我的生但你我的生但你我的生但你我的生命都來自神命都來自神命都來自神命都來自神，，，，神也給予人自己這一神也給予人自己這一神也給予人自己這一神也給予人自己這一寶貴的恩典寶貴的恩典寶貴的恩典寶貴的恩典。。。。願我們都看見神的恩典願我們都看見神的恩典願我們都看見神的恩典願我們都看見神的恩典
與憐憫與憐憫與憐憫與憐憫，，，，有一顆感恩有一顆感恩有一顆感恩有一顆感恩、、、、順服的心順服的心順服的心順服的心！！！！ 
 
 
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 (5 月月月月 5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5 月月月月 11 日日日日)：：：：第第第第十十十十章章章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失去救恩的原因人失去救恩的原因人失去救恩的原因人失去救恩的原因    
1. 以色列人不按真知識――想立自己的義，不服神的義(1-3 節) 
2. 神命定信基督的才得著義： 
  ---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4-7 節) 
  ---稱義之道在於心裏相信、口裏承認(8-11 節) 
  ---神公平對待一切求告祂的人(12-15 節) 
3. 以色列人背棄福音(16-21 節)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10:2 猶太人認為神賜給他們律法，因此他們為律法熱心(徒 21:20)、為祖宗的遺傳熱
心(加 1:14)，即是向神熱心。他們不是按「真知識」即是不按著得稱義的正確
途徑去認識主，以致他們的宗教熱誠變成了盲目的熱心。不按著真理知識的熱
心，是糊塗熱心，並不能叫人得救，熱心反令人走向滅亡。而熱心卻沒有真知
識，乃是狂熱。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宗教上的狂熱，往往逼害真正屬神的人。 

10:3 「神的義」指靠著信心而得稱義的地位(參羅 1:17)，這是從神而來的恩賜，不
能靠人的行為賺取。「自己的義」則是指完全靠人的努力而得為義的地位。 
人許多的錯誤，都是從「不知道」引來的；我們若要討神的喜悅，便須多藉著
讀經、禱告，認識神和祂作事的法則。人自己的義是與神的義對立的，高舉自
己的義，就是不服神的義；人越憑著自己，就越與神為仇為敵，離神越遠。我
們若真順服神的義，便須放棄自己的義。 

10:4 「總結」:目標、終點、達到頂點，成全。因為基督藉著完全遵行律法的要求，
以及成全律法的預表與預言，而使律法完滿成就了。 

10:5 「得生」指在今世活著，並沒有在來世活著的意思。全句意即人若想要不受律
法的咒詛而能存活的話，便須完全遵行律法的要求，藉以取得律法的義。 

10:6-8 經文引自申 30:11-14。按照那裏的上下文來看，原來指的是律法，但保羅卻將
它的原則轉用在福音――信主之道上。「把基督領下來」就是指叫基督成為肉
身。「這話語」原指在律法裏出現的神的話；保羅將此經文運用在信主之道上，
重點是指明福音的易得性。「就在你口中，在你心裏，」不必上天或下地(6-7
節)去得，因為它近在咫尺，輕而易舉的。 

10:10 得救必包括內心的相信――心裏，及外在的宣認――口裏。這道對人所要求的
乃是心口一致的信服。信仰和見證的舉動是互相補充，兩者彼此並行的，我們
不能只偏重一方，而忽略另一方。我們必須有在人前敢於承認的信心，才是真
正的信心。 

10:11 凡羞於向人啟齒的信仰，不是基督的信仰，真信主的人，必不會覺得信主是羞
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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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求告」是指開口出聲呼求；「名」代表一個人的所是和所有；主耶穌就是我
們的信仰和倚靠的對象。我們因著相信並仰賴主耶穌，因此向祂開口出聲求
告，以致給我們帶來救恩。「得救」在聖經裏不僅指永遠的得救(可 16:16)，也
指魂的得救(彼前 1:9)、身體的得贖(羅 8:23)、從危險中得救(徒 27:31)、從患難
中得救(林後 1:6,10)、從生活的試探中得救(太 6:13)等。 

10:15 「如經上所記」:下面的話是保羅按意義引自賽 52:7。 
10:19 「不成國的」指外邦人，他們原不是神的子民(參羅 9:25-26)。「愚頑的國」指

外邦人在猶太人的眼中靈性尚未開化，在屬神的事上是瞎子、蠢笨人(參羅
2:19-20)。這裏的意思是說，連猶太人所看不起的外邦人都能明白福音的信息，
猶太人豈不更應當明白嗎？ 

10:20 經文引自賽 65:1。不是我們尋找神，乃是神來尋找我們(創 3:9；路 15:3-10；19:10)。 
10:21 經文引自賽 65:1。「招手」取喻母親呼喊要懷抱孩子的動作。這話是說，以色

列人遭棄絕，責任不在神，乃在他們自己身上。 
神向那愚昧無知的，就主動的施恩――20 節。神向那悖逆頂撞的，就以慈愛
召喚――21 節。這說出了父神的心，也說出基督的靈。 

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是有熱心人是有熱心人是有熱心人是有熱心，，，，可惜不按著真知識可惜不按著真知識可惜不按著真知識可惜不按著真知識；；；；今天有許多基督徒是有真知識今天有許多基督徒是有真知識今天有許多基督徒是有真知識今天有許多基督徒是有真知識，，，，可可可可
惜沒有熱心惜沒有熱心惜沒有熱心惜沒有熱心。。。。你的真知識和熱心是否同樣的多你的真知識和熱心是否同樣的多你的真知識和熱心是否同樣的多你的真知識和熱心是否同樣的多？？？？ 
 
 
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第三週 (5月月月月12日至日至日至日至5月月月月18日日日日)：：：：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第十一章章章章 
    
神救恩計劃的智慧神救恩計劃的智慧神救恩計劃的智慧神救恩計劃的智慧：：：：    
1. 神照恩典揀選存留以色列人餘種(1-6

節) 
2. 神使其餘成為頑梗不化(7-10 節) 
3. 神 藉 外 邦 人 蒙 恩 激 發 以 色 列 人 得 救

(11-15 節) 
4. 橄欖樹的比喻(16-24 節) 

5. 神定規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25-27 節) 
6. 神兩全的憐憫(28-32 節) 
7. 神豐富的智慧(33-36 節) 

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釋經節錄：：：： 

11:1 「因為我也是以色列人」保羅以他自己為例，證明並未完全棄絕以色列人；在
歷史中，雖然大部分以色列人頑梗不肯接受神救恩的安排，但他們當中一直都
有少數相信主的「餘民」(羅 9:27)。保羅是一個最好的證人，說明一個忠誠的猶
太人，可以同時是個委身的基督徒。 

11:4 這「七千人」可看作以利亞時代以色列人中敬畏神的餘民；保羅引用這事跡來
證明，每一個世代都有神因祂的恩典為自己保留的餘民。 

11:5 「餘數」一詞有舊約的背景。以色列人屢屢背道犯罪，神雖常予警告，卻終不
悔改。故神將他們分散在外邦列國中，只有少數人得以回歸(耶 3:14；亞 13:8)。
這些人就叫作「餘數」。 

11:7 「以色列人所求的」是「律法的義」(羅 9:31)；他們憑著行為追求在神面前稱義
的地位(羅 9:31-32)。「他們沒有得著」中「他們」是指「追求律法的義」的以色
列人。 
「頑梗不化」: 瞎眼的、使成為無反應的，失去感覺的硬瘤：因一直抵抗重複
的外來刺激，而產生一層厚皮。 

11:10 「彎腰」表示眼睛只能見到地面和見到自己，而看不見前面和天上。 
11:12 「何況」指必定會給外邦人帶來更大的富足。 
11:15 「他們被收納」與「他們全數得救」(12 節)意思相似。 
11:16 「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引自民 15:17-21。以色列人在每年

收割時獻上初熟麥子作為舉祭，代表將所有的收成都獻給神；獻時把初熟麥子
磨成麵團作餅當作舉祭獻上，這樣就使其餘的麵團(全團)都聖潔了。「新麵」即
初熟之物，指以色列人的列祖(28 節)，他們是最初以信心蒙神悅納的人，而最
後，以色列人也會蒙神的應許、救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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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7-20 「野橄欖」指外邦人信徒。農夫通常是將所栽培的好樹的嫩枝插接到普通樹或
野樹上。然而，17-24 節的比喻中卻是「逆著性」接的，是將野橄欖的枝子(外
邦人)接到好橄欖樹上，這種作法是違反自然的，但也正是保羅所要強調的。「橄
欖根」指以色列人的列祖，他們是信心之父(羅 4:11)。「肥汁」指基督豐滿的生
命。整棵橄欖樹代表神的子民。我們信徒是藉著信入耶穌基督，與基督同死(切
割)、同活(長在一起)，而與信主的以色列人列祖(橄欖根)，一同有分於肥汁(基
督)，就是神在基督裏面那測不透的豐富(弗 3:8)。神能砍下又能接上(23 節)，一
切都根據神嚴肅的主宰；這叫我們都生敬畏的心，不敢「誇口」、「自高」，反而
「懼怕」，單單仰望神的恩慈。甚麼時候我們不信靠祂，憑著自己，甚麼時候就
與神斷絕交通；甚麼時候我們不憑自己，緊緊地依靠祂，甚麼時候我們就能站
立得住。 

11:21-22 神怎樣對待人，全看人怎樣對待基督。神向倚靠基督、愛基督的人是恩慈的，
向拒絕基督、恨基督而跌倒的人是嚴厲的。神的心是愛，神的作為是公義；愛
產生恩慈，公義顯出嚴厲。神對待世人，乃是恩威並施――恩慈中帶著嚴厲，
嚴厲中帶著恩慈。我們對神的觀點，必須兩面平衡。我們若是忽略祂的恩慈時，
神看起來就像無情的暴君；我們若是忽略祂的嚴厲時，祂看起來則像一位只會
溺愛的父親。 

11:23 「不是長久不信」按原文直譯是「不是常留於不信中」，意即悔改相信耶穌是彌
賽亞(26 節)。 

11:25 「奧秘」指先前遮蔽隱藏，現今被神公開啟示出來，讓所有的人都明白的事。 
「硬心」也指「盲眼」；「有一部分以色列人是硬心的」也可譯作「視力不佳，
幾近瞎眼」。以色列人對屬靈的事物因看不清楚而剛硬，甚麼時候看得清楚就不
剛硬了。 
「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指信主的外邦人數目添滿之時；這與「外邦人的
日期滿了」(路 21:24)不同，那是指外邦人佔據踐踏耶路撒冷的日期終結之時。 

11:26 「錫安」指彌賽亞降臨時在地上掌權的中心;「雅各家」就是以色列家。 
神因選民背逆，似已棄絕他們，而恩待外邦人；但最終還是藉著那一位從錫安
出來的救主，消除他們的罪惡，使他們全家得救。這說明了「神並沒有棄絕祂
預先所知道的百姓」(2 節)，也證明「神的恩賜和選召是不會撤回的」(29 節)。
我們的神是永遠信實的。 

11:28 「你們」指外邦人信徒；「仇敵」是暫時的狀態，以色列人有些敵視基督徒。 
11:32 「眾人」指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兩者各自都有一段不順服的時期；最初因外邦

人不順服，神的憐恤臨到以色列人；後來著以色列人不順服神的安排(羅 10:3)，
神的憐恤臨到外邦人(11 節)。 

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問題思考：：：：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的不順服與人的不順服與人的不順服與人的不順服與你有什麼關係你有什麼關係你有什麼關係你有什麼關係？？？？    
你我都是外邦信徒你我都是外邦信徒你我都是外邦信徒你我都是外邦信徒，，，，因著因著因著因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的不順服人的不順服人的不順服人的不順服，，，，反使我們得著救恩反使我們得著救恩反使我們得著救恩反使我們得著救恩，，，，得到神的子民名分得到神的子民名分得到神的子民名分得到神的子民名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的不順服也成為我們的警惕人的不順服也成為我們的警惕人的不順服也成為我們的警惕人的不順服也成為我們的警惕，，，，我們若不順服於神我們若不順服於神我們若不順服於神我們若不順服於神，，，，後果及下場也必如後果及下場也必如後果及下場也必如後果及下場也必如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人人人
一樣一樣一樣一樣。。。。 
 
 
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第四週 (5 月月月月 19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5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小結小結小結小結────────速讀速讀速讀速讀 6666 至至至至 11111111 章章章章 
 
六至八章概論六至八章概論六至八章概論六至八章概論福音的內容福音的內容福音的內容福音的內容，，，，主的救贖主的救贖主的救贖主的救贖，，，，得救的方法得救的方法得救的方法得救的方法。。。。九至十一章九至十一章九至十一章九至十一章解釋了解釋了解釋了解釋了神神神神的整個救恩計的整個救恩計的整個救恩計的整個救恩計
劃劃劃劃。。。。神神神神對自己的應許要全部應驗對自己的應許要全部應驗對自己的應許要全部應驗對自己的應許要全部應驗，，，，所以所以所以所以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還要全家得救人還要全家得救人還要全家得救人還要全家得救。。。。神的作為神的作為神的作為神的作為：：：：以以以以往是揀選往是揀選往是揀選往是揀選，，，，
現在是恩典現在是恩典現在是恩典現在是恩典，，，，將來是應許將來是應許將來是應許將來是應許；；；；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人人人人以以以以往是蒙恩的往是蒙恩的往是蒙恩的往是蒙恩的，，，，現在是被棄的現在是被棄的現在是被棄的現在是被棄的，，，，但將來還要復興但將來還要復興但將來還要復興但將來還要復興。。。。
讀完這六章讀完這六章讀完這六章讀完這六章，，，，你應該能對福音內容你應該能對福音內容你應該能對福音內容你應該能對福音內容、、、、神救恩的計劃神救恩的計劃神救恩的計劃神救恩的計劃，，，，以及你在救恩計劃中的角色任務以及你在救恩計劃中的角色任務以及你在救恩計劃中的角色任務以及你在救恩計劃中的角色任務。。。。
試在讀畢六至十一章後試在讀畢六至十一章後試在讀畢六至十一章後試在讀畢六至十一章後，，，，看看自己對以上內容是否清晰了解看看自己對以上內容是否清晰了解看看自己對以上內容是否清晰了解看看自己對以上內容是否清晰了解。。。。    
我們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隸，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
了罪。我們若與基督同死，我們信也必與他同活，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人中復活，就不再死，死也不
再作他的主了。(6:8-9) 

 

你們從前不順服神，如今因他們的不順服，你們倒蒙了憐憫。(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