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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預查 
以色列的不信符合神預言的啟示與神對信心的先決條件（9:25-33） 

1/31/2022 

 

一． 前言（9:25-33） 
 

9:25 就像 神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子民．本來不是蒙

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 

9:26 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就在那裡稱他們為永生 神的兒

子。』 

9:27 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說、『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 

9:28 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的完結。』 

9:29 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

拉的樣子了。』 

9:30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反得了義、就是因信而得的義． 

9:31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著律法的義。 

9:32 這是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只憑著行為求．他們正跌在那絆腳石

上． 

9:33 就如經上所記、『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愧。』 
 

保羅繼續他的辯論，反駁以色列的不信與神應許救贖的約是矛盾的說法，他引用兩處

舊約經文來支持神的正直。首先，他證實了以色列的不信與神藉著舊約先知的啟示完

全一致的真理。然後，他證實以色列的不信與神對祂所拯救的人的信心的永恆先決條

件也是一致的。 
 

二． 以色列的不信與神預言的啟示是一致的（9:25-29） 
 

9:25 就像 神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子民．本來不是蒙

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 

9:26 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就在那裡稱他們為永生 神的兒

子。』 

9:27 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說、『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 

9:28 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的完結。』 

9:29 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

拉的樣子了。』 
 

1. 保羅引用了何西阿書與以賽亞書中各兩處經文，來顯示以色列的不信並拒絕了彌賽亞

與祂的福音，恰好應驗了先知們所預言的。 

2. 保羅釋義何西阿書，宣告神在何西阿書上說、『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稱為我的

子民．本來不是蒙愛的、我要稱為蒙愛的』（何 2:23）。【不是我子民的】就是外

邦人，【要稱為我的子民】表明外邦人也要得救。可見外邦人蒙恩早已是神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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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完全明白這個真理，我們必須參考何西阿書第一章，“耶和華初次與何西阿說話、

對他說、你去娶淫婦為妻、也收那從淫亂所生的兒女、因為這地大行淫亂、離棄耶和

華”（何 1:2）。聖經沒有明說何西阿的妻子歌篾在婚前就是一個淫婦還是婚後才變

成淫婦。無論如何，神吩咐何西阿，即使她的不忠，還是不可休她；或者更正確地

說，因這個緣故，不要休她（何 1:3-4, 6, 8-9）。 
 

1:3 於是何西阿去娶了滴拉音的女兒歌篾．這婦人懷孕、給他生了一個兒子。 

1:4 耶和華對何西阿說、給他起名叫耶斯列、因為再過片時、我必討耶戶家在耶斯列殺人流

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國滅絕。 
---------------------------------------------------------------------------------------------------------------------------------------------------------------------------------------------- 

1:6 歌篾又懷孕生了一個女兒、耶和華對何西阿說、給他起名叫羅路哈瑪、〔就是不蒙憐憫

的意思〕因為我必不再憐憫以色列家、決不赦免他們． 
---------------------------------------------------------------------------------------------------------------------------------------------------------------------------------------------- 

1:8 歌篾給羅路哈瑪斷奶以後、又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1:9 耶和華說、給他起名叫羅阿米、〔就是非我民的意思〕因為你們不作我的子民、我也不

作你們的 神。 
 

4. 歌篾在道德上對何西阿的不忠，類似以色列在屬靈上對神的不忠。神以祂的主權的設

計和提供，歌篾為何西阿生一個兒子，名叫“耶斯列”，意思是“神撒種”（指種子

的撒佈）。接著，歌篾給何西阿生了一個女兒，名叫“羅路哈瑪”，意思是“不蒙憐

憫”或“不得同情”。另一個兒子名叫“羅阿米”，意思是“非我民”。這三個名字

放在一起，顯示了神對以色列的態度。他們是祂的選民，但卻是不順服的。在神所命

定的一段時間內，他們將如同撒下的種子被分散在各地，不蒙世人的憐憫，並且被神

所棄絕，不認他們為祂的子民。 

5. 然而，神繼續應許祂的子民不會永久被棄絕。神將何西阿的例子來比喻不忠和屬靈上

通姦的以色列，就說，“後來我必勸導他、領他到曠野、對他說安慰的話”，祂又對

以色列說，“我必聘你永遠歸我為妻、以仁義、公平、慈愛、憐憫聘你歸我”（何

2:14, 19）。就如何西阿那樣仍然保護和支持歌篾，即使她仍然在淫蕩之中，有一

天，他將蒙羞恥的她從奴隸市場買贖回來，故此，神有一天也將救贖以色列。 

6. 那時之前，神不但對待以色列如同不是祂的兒女，反而對待原不是祂的子民的外邦

人，如同祂的子民。保羅所引用的就是何 2:23 所記載的，也是與何 2:14, 19 相反的

真理，【 我必將他種在這地、素不蒙憐憫的、我必憐憫、本非我民的、我必對他說、

你是我的民、他必說、你是我的 神】。  

7. 何西阿已經早就見證過主前 722年亞述對北國以色列的征服和毀滅，那是在先知以賽

亞寫他的書之前十二年。這不信神的國成為神“怒氣的棍”，和“惱恨的杖”（賽

10:5）。祂使用亞述來懲罰祂背叛的子民以色列。當神收回祂保護的手，以色列就成

為亞述軍事擴張主義的對象；因而在某一段時間內，不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就分散

各地，不蒙憐憫，被神棄絕，就如祂所宣告的。 

8. 主前 586年，北國猶大在巴比倫人的手中也遭遇到相似的命運。只有被放逐異地多年

後，神才將祂的選民帶回他們的應許之地。即使今天，祂還沒有將他們從罪的奴役中

救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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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明白保羅在此處談論以色列民族的事，並他們將成為以賽亞在第 9-11 章中信息的焦

點是非常重要的。保羅的目的是要顯明以色列的不信並不是出乎神的意料之外，與神

在祂的選民或世人身上的計劃並沒有矛盾。 

10. 保羅也指出以色列人在彌賽亞，就是耶穌基督，第一次降臨時，棄絕了祂。棄絕神

自己的兒子是以色列人對神的嚴重不忠，是她屬靈通姦的大逆不道的行為。當保羅寫

羅馬書時，這通姦仍然如此，直到今天。如同她在何西阿時候棄絕了神，以色列在保

羅時侯仍然棄絕基督，這完全吻合神的計劃。以色列對基督的反應完全如先知在幾百

年前所預言的。 

11. 實際上，保羅說，“當我們看到猶太人的不信，看到他們拒絕福音，我們不感到希

奇。他們變得不信，與神斷絕關係，我們也不感到希奇”。藉著先知何西阿，神顯示

了他們將成為何等人。先知看到並明白以色列的不忠，與神在古時候將她分散和棄

絕，並聖靈藉著保羅，將何西阿在他的日子所預想的和所見證的有關以色列的事照樣

應用在新約時期。在主後 70年，大約在保羅寫了羅馬書之後十年，按照羅馬皇帝的吩

咐，耶路撒冷城，包括那宏偉的聖殿，完全被羅馬將軍提多毀滅。那時，許多倖存的

猶太人逃離以色列，並在主後 132年，剩餘的人被驅趕出羅馬。他們就此分散在世界

各地，一直到主後 1948年，現代的以色列國成立，並被世界各國所承認。 

12. 然而，大多數的猶太人不是住在以色列本土內，仍然分散在世界各地。而這國家仍

然棄絕她的彌賽亞，而且仍然不是神的子民。但，正如保羅在本書信後頭所解釋的，

神並不會永久棄絕祂的百姓。有一天，“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

都要得救”（羅 11:25-26）。神藉著何西阿，藉著保羅，應許那些長時期【不作我的

子民】的將藉著祂恩典的計劃，有一天再次要成為【我的子民】。 

13. 引用何西阿書中同段經文，並指向同樣的神的恩典，神藉著彼得說，“你們從前算

不得子民、現在卻作了 神的子民．從前未曾蒙憐恤、現在卻蒙了憐恤”（彼前

2:10）。這些話語指向教會，就是神揀選的在現代的【子民】。 

14. 然而，保羅的焦點是在以色列。當猶太人棄絕神，並分散各地，不蒙憐憫，並且

【不作我的子民】，他們與神的關係就變成與外邦人一樣，分散與未得救。 

15. 保羅繼續解釋【從前在甚麼地方對他們說、你們不是我的子民、將來就在那裡稱他

們為永生 神的兒子。』】。保羅再次引用何西阿書，但這一次不再加以解釋，而是

幾乎一字不變（何 1:10）。何西阿所說的【什麼地方】就是每一個猶太人散住的各個

地方。他們住在那些地方，被稱為【不是我的子民】，但有一天， 他們仍舊住在原來

的地方（【就在那裡】），但神要【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 

16. 按先知的預言，外邦人的歸屬真神，並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或先歸化為猶太人。可

見外邦人敬拜神，成為神的兒女，並不需要照著猶太人的律法規矩，他們也不用到耶

路撒冷獻祭，行割禮，或加入猶太人的公會，因為他們不是按肉身作以色列人，乃是

按信心作以色列人。 

17. 就如何西阿如何對待他的妻子，神的子民在何西阿的日子被分散各地之後，神最終

將帶領他們回來。而且現在在他們的分散之後，祂會再次帶領他們回來，不單回到他

們自己的地方，也回到他們真正的主那裡，【為永生 神的兒子】。以色列的救贖將

會來到。 

18. 但保羅在這一段經文所強調的不是以色列的至終恢復歸神，而是她目前的遠離神。

如上所述，保羅的要點是以色列的不信，導致她遠離神和分散各地，這與神以祂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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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為祂子民所定的的計劃並無矛盾。反而，神早在它發生之前，就預見並預言猶太人

的拒絕和他們的結局。 

19. 接著，保羅引用了另一位與何西阿同時期的先知的話，【以賽亞指著以色列人喊著

說、『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得救的不過是剩下的餘數”】（參考賽 10:22）。這希臘

字【喊】（cried out）含有在絕望和痛苦中的喊叫。神呼召他去向以色列人宣告的真

理撕裂了以賽亞的心。當他說出這令人悲哀的真理時，無疑的，他正在為他的同胞哭

泣。亞伯拉罕，以撒的肉身後裔是人數眾多，可以用【多如海沙】來形容。但只有

【餘數】，就是非常少數的以色列人，將【得救】。 

20. 保羅引證先知何西阿的話，是要證明外邦人可以蒙恩。引證以賽亞的話是要證明以

色列得救的只是【剩下的餘數】，這件事是先知早已預言的。所謂【剩下的餘數】是

指以色列人中因信而作神屬靈兒女的，只是整個以色列民族的極少數而已。而這極少

數的得救者也是出於神的恩典。 

21. 從主前 760年開始，以賽亞對南國猶大說預言，約 48年之久。像何西阿一樣，他得

到了神的啟示，就是神在猶大國的子民，就如在以色列國的子民一樣，將被征服，分

散，並且因他們的不信，暫時被神棄絕。很可能以賽亞，就像何西阿一樣，心裡明白

這一個與審判有關的真理。這事將發生在他的時代，就是當猶大棄絕神，導致她被巴

比倫的尼布甲尼撒王所征服和放逐。 

22. 保羅說，這兩次分散雖然重大和悲慘，但它們只不過是以色列對彌賽亞的不可估量

的更大和更悲慘的棄絕，以及隨之而來的征服，屠殺，和分散猶太人的預演。 

23. 引用賽 10:23，保羅宣告，【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的

完結】。當神因她的不信和不忠，用巴比倫人來審判以色列，祂的審判是徹底和快速

的，而只有很少真信徒的【餘數】可以逃過。主後 70年，耶路撒冷的被毀和巴勒斯坦

的荒涼就是如此。 

24. 阿摩司先知在以賽亞不久之前在猶大宣告，“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敵人必來圍攻

這地、使你的勢力衰微、搶掠你的家宅。耶和華如此說、牧人怎樣從獅子口中搶回兩

條羊腿或半個耳朵、住撒瑪利亞的以色列人躺臥在床角上或鋪繡花毯的榻上、他們得

救也不過如此”（摩 3:11-12）。 

25. 如果牧羊人無法從捕食野獸拯救出羊，他會盡一切努力抓住至少一部分屍體，帶回

主人面前作為證明，羊確實被野獸攻擊和吞噬，而不是被牧羊人偷盜，並賣給別人。  

26. 正如牧羊人從獅子的嘴裡抓住一小部分羊，神也將為自己將一小部分以色列人從不

信和定罪中搶奪回來。 

27. 為了徹底證明他所宣告的真理，保羅再次引用以賽亞書。【又如以賽亞先前說過，

『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我們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賽

1:9）。 

28. 【萬軍之主】所指的是神，是宇宙和所有一切祂所創造的主。【餘種】直接的意思

就是“種子”。它廣義的意思也可以指“種子”或“精子”的後裔。對於以賽亞時代

的猶太人，更是對於耶穌時代的猶太人，他們因自己的不信，面對可怕的審判。他們

不但殺了許多神古時的先知，而且也殺了神的獨生子，就是他們的彌賽亞和救主。從

那時開始，所有拒絕基督的猶太人繼續面對同樣可怕的審判。 

29. 但【萬軍之主】恩慈地【存留餘種】，一些剩餘的，否則沒有人可以得救，每一個

人，無論是外邦人或猶太人，【早已像所多瑪、蛾摩拉的樣子了】，被神審判和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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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神毀滅那兩個道德變態的城市成為完全燒毀不留痕跡的代名詞。只有神的恩典才

能阻止這麼絕頂和完全毀滅整個世界。 

30. 在亞伯拉罕時代的所多瑪和蛾摩拉，與主後 70年猶太人的遭遇，說明了當時候來到

時，神如何在【世上施行他（審判）的話、叫他的話都成全、速速的完結】。只有神

以祂主權的憐憫寬恕了【餘種】。 

31. 因此，以色列的不信與神藉著祂的先知的啟示並不矛盾。他們都預言了這一點，從

他們自己的日子一直延伸到彌賽亞的日子。 
 

三． 以色列的不信與神對信心的先決條件並無矛盾（9:30-33） 
 

9:30 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反得了義、就是因信而得的義． 

9:31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著律法的義。 

9:32 這是甚麼緣故呢．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只憑著行為求．他們正跌在那絆腳石

上． 

9:33 就如經上所記、『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

愧。』 
 

1. 保羅辯論的第二點，是神對得救的先決條件與祂的救贖計劃並無矛盾或違背。 

2. 神對人信心的要求總是會與祂的主權一致。藉著祂主權的定意，祂賜予的恩典救恩只

有人藉著信心樂意接受才有果效。關於救恩這事，在神的主權的另一方面是人的責

任。從人的觀點來看，這兩者之間有一個繃緊的狀況，甚至好像有一個矛盾。以人的

推理，它們好像彼此不能相容。但兩者皆在神話語的教導中，而且當其中一個被過分

強調，以至於另一個被忽略了，福音就肯定被扭曲了。藉著祂自己的決定，神不會救

一個不相信祂兒子的人，而且一個人只憑他自己的意志救不了他自己，無論他多麼誠

懇和忠誠。在神以祂主權的指示裡，救恩需要祂恩慈的賜予，並人的意志的行使。如

同聖經裡許多其它的啟示，這兩個真理不能靠推理來調和，只能以信心接受。 

3. 因此，保羅宣告，【這樣、我們可說甚麼呢．那本來不追求義的外邦人、反得了義、

就是因信而得的義』】。 

4. 保羅並不是在暗示外邦人的得救根據是與猶太人有不同的基礎。他只是在陳述人要得

救恩的要求，而這一直是獲得【義】的唯一方法，【就是因信而得的義】。 

5. 【追求】的意思是快速地奔向一樣東西，因此，常被用在狩獵方面。它也常以比喻的

方式，被用作認真地尋找一個渴望的目標。 

6. 言外之意，猶太人【不追求……因信而得的義】，反而靠他們與生俱來為猶太人，或

靠他們自以為是的“遵守神的律法”。但是，在任何時候，在任何時代或約之下，或

在任何其它的基礎上，除了以信心回應神恩慈的呼召之外，沒有人可以得救。這就是

希伯來書作者清楚表明的真理。從亞伯開始一直到先知們，人“因信得到神的喜悅”

（來 11:4-39）。在本書信的前頭，保羅明確指出，亞伯拉罕，“叫他作一切未受割禮

而信之人的父”是因信得救，神“使他們也稱為義”；這一切都在祂要求割禮之前，

並且遠在祂藉著摩西頒布律法之前（羅 4:1-11）。 

7. 當然保羅不是說，信異教的外邦人自然而然藉著信心尋求神的義。無論猶太人或外邦

人，人天生不會自己去尋求神。“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 神為仇．因為不服 神

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屬肉體的人、不能得 神的喜歡”（羅 8:7-8）。雖然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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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神的選民，並且他們藉著摩西，詩人，先知，和其他神默示的人，領受了神的

啟示，猶太人並不比大多數信異教的外邦人更自然傾向去尋找或順服神。 

8. 事實上，福音藉著基督而來，相信的外邦人比猶太人更多。最大的得救障礙是自以為

義。那認為他已經是公義並討神喜悅的人，不認為他需要救恩。如上所述，因為大多

數的猶太人認為藉著他們的猶太血統或他們公義的行為，他們不需要因信得到恩典的

福音。 

9. 因此，【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著律法的義】。這是對枉費精力的一個悲哀

的評論。靠人的行為不能得神的義，因為這些行為總是沾染到罪，並且達不到神完全

和聖潔的標準。靠自己的努力，沒有人可以得著【律法的義】。 

10. 為何自以為義的猶太人失敗了？【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只憑著行為求．他們正

跌在那絆腳石上】。一個人，無論猶太人或外邦人，唯一能使他得救的就是相信他無

能為力，並俯伏在在神的腳前，因基督的緣故，求祂的憐憫。猶太人對藉著【信心】

獲得恩典的福音感到生氣，因為這使他們以為可以取悅神的好【行為】變成無效。在

保羅寫羅馬書前數年，他提醒哥林多教會，“猶太人是要神蹟、希利尼人是求智慧．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在外邦人為愚拙、”（林前 1:22-

23）。 

11. 再次，引用以賽亞書，保羅解釋，【就如經上所記、『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

頭、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參考賽 28:16; 羅 8:14；彼前

2:8）。在他們的彌賽亞來到之前很久，神用各種方式和藉著先知預言以色列將棄絕

祂。一點都沒有與神的話語矛盾，以色列的不信證明了神的話語。正如以賽亞所宣告

的，她被【絆腳石】絆倒了，拒絕接受她的救主與主，因為祂不符合他們對彌賽亞的

期望，而且因為成為一塊【跌人（offense）的磐石】，祂宣告他們的行為是沒有價

值的。但以理補充說，作為猶太人【絆腳的石頭】和【跌人的磐石】的那一位，在未

來將成為粉碎世界所有王國的石頭（但 2:45）。 

12. 此處的【磐石】指主耶穌基督。對信靠祂的人，祂就像磐石那麼穩固，使人可以完

全放心信靠。第 33 節引用了以賽亞書（賽 28:16），原來的經文是【信靠的人必不

著急】，就是無需焦慮不安，可以安息地信賴的意思。但基督對於那些要憑行為稱義

的人，卻成為他們的絆腳石，成為他們拒絕救恩而被定罪的證據，因為他們不肯信靠

神所差來的救主，卻要靠自己那些虛假而不完全的行為。 

13. 但福音的好消息就是，不同於那些拒絕神的人，【信靠祂的人】，就是信靠主耶穌

基督的人，【必不至於羞愧】（will not be disappointed）。 

14. 對於人而言，問題就是信心，它可以單獨帶來神的恩惠所提供的救恩。人是因信藉

著恩典稱義。但以色列的不信，她的缺乏信心，並沒有出乎神意料之外，或令祂取消

祂的計劃。神對信心的先決條件一直都是一樣的，祂選擇以色列的餘數來得救恩，這

與祂無所不知的認識是完全一致的，即只有少數人會相信祂的兒子並得救，這就是神

知道並計劃的方式，當然結果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