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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六月份教會統一查經 

經文﹕羅馬書第十一章 

主題﹕福音廣傳於外邦後，以色列人終必得救 

查經目標﹕暸解 神在現今世代的救贖計劃。 

建議程序﹕ 

一、 唱詩敬拜﹕                                                                    （二十分鐘）                                    

二、 禱告                                                                            （二分鐘） 

三、 破冰﹕千方百計愛孩子、一直對孩子抱者希望的父母。     （一分鐘）                                                                                            

四、 讀經                                                                            （一分鐘） 

五、 使用事先設計的問題 ，引起討論，帶動分享，以明白經文的真意，帶來心意的更新，激發生命的轉變 

                                                                                  （五十分鐘）                                                                                                                       

研經筆記要點 參考問題 

第九章 從以撒生的才是蒙應許的，是以色列人中的以色列人，為真以  

色列人。 

第十章 以色列人不信基督，追求律法上的義而不能得救。 

第十一章 以色列人、外邦人都要歸回基督。 

第十二章  新的主題，由重理論的討論轉入重實際的應用。 

 

了解上下文﹕覆習前兩章的重點，並

於本章與下一章的關系。 

 

 

 

第一段 v.1-10 以色列人的「餘民」 

 

不，神從沒有放棄以色列人、至今仍然施行拯救。保羅就是一個被拯

救的以色列人。歷時歷代 神從沒有忘記、並一直保守以色列人、設有

「餘民」。 

 

請讀王上第十九章〔V.14-18〕。 

 

 

 

「餘民」Remnant 是指經過軍事或是政治迫害所存留下來的人民。先

第一段 v.1-10 以色列人的「餘民」 

v.1 以色列人不信基督，追求律法

上的義而不能得救。以色列人便得

不到救恩了嗎？ 

 

v.2-4 試述舊約以利亞說這些話的

背景故事與你的感想。〔最好請人

先準備。〕 

 

v.5 什麼是以色列人？ 試從「餘

民」這一個觀念、論述在過去、現

今與將來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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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以利亞時代不拜巴力的七千人、蒙神特別恩典保守的以色列人即是

所謂的「餘民」。舊約以色列人在亡國以後所存留的是所謂的「餘

民」。現今分散在各國的、所存留的以色列人也有所謂的「餘民」。

將來以色列人民要全家得救、那時的以色列人也是「餘民」。 

 

中國教會的復興與地方教會的興起，即是一個列子。 

 

 

 

 

以色列人所求的是追求律法的義。沒有得到的是信靠基督、與神和

好。 

被稱為「頑梗不化」者因為以色列人故意不聽不見神在他們身上所施

的恩典。久而久之對屬靈之事逐漸遲鈍、固執、自傲而不謙卑、是謂

「頑梗不化」。如申民記 29:19 所言的以色列人。 

 

對神的事敏感、積極，在生活中經驗神的引導，漸漸地在主裏成長。 

 

 

 

應用﹕試從「餘民」這一個觀念、論

述中國大陸基督教會的發展。 

 

 

v.7 以色列人所求的是什麼？並沒

有得到的是什麼？為何被稱為「頑

梗不化」者？ 

 

 

應用﹕我們如何避免做一個「頑梗不

化」者？請分享一些生活經驗。 

 

第二段 v.11-24 外邦人也被接上枝條 

 

在舊約時代時的發展經過乃是由一人、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一

族、以色列族而到一國、猶太國，是為神的選民，基督救主也由此而

出，救恩來自以色列家。 

在新約時代時的發展經過乃是（一）由於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沒

有信靠基督而失去救恩。（二）救恩因此傳臨到外邦人，是為普世廣

傳福音。（三）福音傳到地極、外邦人人數滿足，以色列人民要全家

得救。基督救主為得勝君王第二次再來。 

 

11 節  以色列人的不信     救恩因此傳臨到外邦人   

12 節  以色列人的過失     為天下的富足 

       以色列人的缺乏     為外邦人的富足 

       以色列人的再相信   為天下的更豐滿 

14 節  以色列人的被丟棄   為天下與神和好 

      以色列人的再被接上    則好像如死裏復活 

第二段 v.11-24 外邦人也被接上枝

條 

v.11-15 試論神對人類的救贖計

劃、在新約時代時的發展經過。

（在舊約時代時的發展經過又如

何？） 

 

 

v.11-14 試論神在新約時代時對人

類的救贖計劃的心意為何？ 

 

 

 

 



亞特蘭大華人基督教會                                                                                    團契訓練小組  

張世光 第 3 頁 10/25/2016                                                                                                                     

Page 3 of  3 

神的心意並不是因以色列人現今的不信而放棄以色列人，而是借此將

福音傳到萬邦。外邦人人數滿足，以色列人因外邦人的相信接受而受

到激勵，以色列人再回頭相信接受基督。是故以色列人、外邦人都享

受基督的豐滿、更是美好。 

 

民 15:17-21 新麵來自初熟的麥子，是初熟的果子 FIRST FRUIT。獻

祭給予神，蒙神悅納，全團麵自然聖潔。樹根表先族或表基督、樹枝

表屬神的以色列人。 

 

外邦人相信接受神、應有的態度是不可自傲、反要懼怕（v.20)。腓

2:12,13 “‧‧‧當恐懼戰競，作成你們得救的功夫。”並非是懷疑恐慌，乃

是真心面對至高真神，用一種積極地敬畏之心在世度日。同時認識得

救是恩典，是神所賜而非靠自己的行為，謙卑感恩、無一可誇、可傲

之處。 

羅馬書是保羅寫給羅馬人的書信。羅馬人是以外邦人為主。整章書信

重點就是保羅勸勉外邦人不可自高，小看成為少數的以色列人。要知

福音來自以色列人。此為本章的歷史背景， 

 

 

 

 

 

 

V.16 新麵、全團，樹根、樹枝等表

示什麼？ 

 

v.18-20 試論外邦人相信接受神、

應有的態度。為何保羅在此要作如

此的說明？ 

 

 

 

 

 

 

第三段 v.25-32 以色列人民要全家得救 

 

奧秘是指先前隱藏不明、現今被神啟示出來，讓人明白的事。在新約

中多處提到不同的奧秘。如羅 16:25，林前 2:7,4:1,13:2…。保羅在此

所指奧秘是指“當外邦人人數滿足時，以色列人民要全家歸主得救” 

以色列人民要全家歸主應解釋為“是指最後一代的以色列人大多數人要

歸主”。不應解釋為“所有歷時歷代的以色列人“。 

 

保羅在此所提的奧秘為“當外邦人人數滿足時，以色列人民要全家歸主

得救”。（一）也就是說當外邦人人數滿足時，傳福音的機會就不再存

在。（二）福音也要傳到地極。當今福音已接近傳到地極，我們應把

握時間積極傳揚福音，知道主來的日子近了。 

 

第三段 v.25-32 以色列人民要全家

得救 

v.25 什麼是奧秘？保羅所說的奧秘

是什麼？ 

 

 

v.26 以色列人民要全家歸主是指所

有以色列人民嗎？ 

 

v.25,26 應用﹕從保羅所提這奧秘

中，我們應有何等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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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  外邦人不信服神    以色列人蒙憐憫  

如今  以色列人不信服神  外邦人蒙憐憫，福音傳到地極 

將來  外邦人再不信服神？  以色列人再蒙憐憫，以色列人民要全家    

歸主 

總之，神是樂意施憐憫的神，其本意是要將以色列人、外邦人都納入

神的憐憫中。 

v.30-32 神是如何地憐憫世人？ 

第四段 v.33-36 保羅的頌禶 

 

保羅向神頌禶的主旨是頌禶神救贖計劃的奇妙。（一）保羅生於猶太

人家，長於大數，就學於迦瑪列人家，深深了解舊約歷史。當保羅認

識到神救贖計劃的偉大，僅不住地發出讚美，也是真情的流露。

（二）神救贖計劃是周全的、是全人類的、是空前的、也是滿有憐憫

的。 這是來自神的豐富的智慧、知識和愛心。萬有是本於他、依靠

他、也歸於他。願榮耀全歸於他，直到永遠，阿們。 

 

第四段 v.33-36 保羅的頌禶 

 

試論保羅頌禶的主旨與其背景。 

 

 

六、禱告﹕就我們所領受的教導，作合適的禱告並實踐在生活中。最好有多人禱告。          （五分鐘） 

 

 

 

 

 

 

 

 

 

 

問題回顧    羅馬書第十一章 

 

1. 了解上下文﹕覆習前兩章的重點，並於本章與下一章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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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 v.1-10 以色列人的「餘民」 

2. v.1 以色列人不信基督，追求律法上的義而不能得救。以色列人便得不到救恩了嗎？ 

3. v.2-4 試述舊約以利亞說這些話的背景故事與你的感想。。〔最好請人事先準備。〕 

4. v.5 什麼是以色列人？ 試從「餘民」這一個觀念、論述在過去、現今與將來的意義。 

5. 應用﹕試從「餘民」這一個觀念、論述中國大陸基督教會的發展。 

6. v.7 以色列人所求的是什麼？並沒有得到的是什麼？為何被稱為「頑梗不化」者？ 

7. 應用﹕我們如何避免做一個「頑梗不化」者？ 請分享一些生活經驗。 

 

第二段 v.11-24 外邦人也被接上枝條 

   8. v.11-15 試論神對人類的救贖計劃、在新約時代時的發展經過。（在舊約時代時的發展經過又如何？） 

   9. v.11-14 試論神在新約時代時對人類的救贖計劃的心意為何？ 

   10. V.16 新麵、全團，樹根、樹枝等表示什麼？ 

   11. v.18-20 試論外邦人相信接受神、應有的態度。為何保羅在此要作如此的說明？ 

 

第三段 v.25-32 以色列人民要全家得救 

   12. v.25 什麼是奧秘？保羅所說的奧秘是什麼？ 

   13. v.26 以色列人民要全家歸主是指所有以色列人民嗎？ 

   14. v.25,26 應用﹕從保羅所提這奧秘中，我們應有何等的警惕? 

   15. v.30-32 神是如何地憐憫世人？ 

 

第四段 v.33-36 保羅的頌禶 

 

   16. 試論保羅頌禶的主旨與其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