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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第九章 

神拣选 - 真以色列人  

领受亚伯拉罕的福气 

罗马书 第九章 保罗讨论： 

神拣选以色列人 - 以色列人的不信 

 

以色列   对比   外邦人 

坚持守律法             信耶稣基督 

靠行为称义             靠恩典称义 

 

保罗的矛盾  9: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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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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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虔的人：都为神所做的一切感到极大的喜乐和感恩；但同时也为那些不知

道这种喜乐的人 

感到极大的悲哀。保罗确实在圣灵的喜乐中行事，但有个巨大的渴望 - 要拯

救犹太人！ 

 

犹太人 - 被拣选作神的子民 罗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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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的优势： 



1. 蒙神的拣选 – 作神的儿子 

2. 得神的荣耀 – 荣耀的后嗣 

3. 神与他们立永约 4. 神赐律法  

5. 赐敬拜的礼仪 6. 得神奇妙的应许 

 

犹太人 - 被拣选神的子民 罗 9:4-5  

4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都是他们的。 

5 列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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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人拒绝耶稣，也拒绝耶稣十字架所提供的恩典 

使所有这些好处都失效了！ 

耶稣成了犹太人的救主。 

他们本该是第一个接受（迎接）基督的群体， 

 

但是作为一个整体 - 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 

 

真正的以色列人 罗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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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亚伯拉罕和他后代的应许： 

不是他肉体的后裔，而是他属灵的后裔。 

 

真犹太人：内心作犹太人《罗 2：29》 

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  

 

真犹太人：有亚伯拉罕同样信心的属灵后裔 



真基督徒：效法他的信心的人《罗 4：16》 

 

真正的以色列人 罗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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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神真正的子民 

并没有拒绝他们的弥赛亚！ 

有一群信徒， 

包括相信神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 

就是我们 - 是真正的以色列人！ 

 

神真正的子民 – 听从神的话，并没有拒绝他们的基督 - 弥赛亚！ 

 

不是全部犹太人都拒绝耶稣基督；但是，大部分跟随宗教领袖，听从他们的

话的人 - 非听从圣经神的话！听从人的传统 – 废了神的恩典！废了十字架耶

稣基督成就的恩典！ 

 

让我们看清楚神的话 – 信从神提供的恩典！ 

 

亚伯拉罕和他的“应许的后裔” 是属灵的后裔， 

而非他肉体的后裔：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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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18:10)  

9：10 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



孕。11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作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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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并不是根据雅各的努力才选中他。 

说明了： 

获得神的祝福并不是靠自然的努力！ 

天国属灵原则：真正的继承人是“应许之子” 

 

1. 以撒不是长子，不能享有长子的权利和祝福， 

但是他得到了两者，因为他是被神选中的。 

2. 雅各也不是长子，但他是被神选中的。 

3. 雅各和他的孪生兄弟以扫出生之前， 

没有做任何好事或坏事，使神作出这样的选择。 

4. 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通过个人好行为获得的， 

完全基于神的恩典。 

5. 获得神的祝福，并不是靠自然的努力！ 

 

神的选择：人必须重生！ 

救恩不是由我们自己的努力工作而得的！ 

 

今天的应用： 

属肉体的人（靠自己努力和人的义）神不算作他的孩子！ 

 

真正属神的人： 

那些由灵生（信靠神的应许：神的义）从神生的人！ 

 



9：13 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句话出自《玛

拉基书 1:2-3》大约写于公元前 557-525 年，以扫和雅各出生后几千年！所以

这里不是说神在以扫出生时就憎恨他！ 

这里是指：以扫后裔以东国和以色列国，而不是指个人 (创 32:28) 

 

9:10-13 常被非常离谱（错误）的解读为：有些人注定要得救！（不传福音也

没关系）有些人注定被神所恶，要下地狱。对于神要我们做什么没得选择。 

 

注意：神的预定：是建立在他的预知之上(罗 8:29) 

只有神预先知道会接受祂的人， 

才会被选中并被预定成为他的儿女。 

祂知道谁会选择祂，祂就预定成为祂自己的儿女。 

 

神并没有强迫雅各和以扫做出他们自己的选择。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为自己选

择(申 30:19)。 

雅各被选中继承亚伯拉罕的血统。但以扫没有被选中为被诅咒的。(创 25:29-

34)他选择了藐视自己与生俱来长子的权利。 

 

真理：自由意志：每个人都可以选择！ 

选择与神的关系：拒绝或者接受神的呼召 

 

每个人不能选择：神的使命和恩赐。 

每个人从出生就有不同的使命和恩赐。 

 

雅各在出生前就被选中成为亚伯拉罕祝福的继承者。但是以扫没有注定被憎

恨。 

耶利米书 29：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神对雅各的选择并没有导致这一切的发生! 

在他们出生之前，雅各被召到比他哥哥以扫更高的位置， 但这并不表示神对

以扫有任何排斥。 

 

例子：神选择某些人做牧师，另一些人做执事配搭。执事配搭者并不比较

差。只是不同的呼召。 

 

腓利比书 2：3 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罗 9:14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 

 

例子：《马太福音 20:1-16》 葡萄园做工的比喻， 

神若给某些人额外的怜悯，是神不公正？当然不是！神选择给人怜悯 – 不要

求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负责！神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祂完全有理由

在任何时候这样做。 

神对人施以仁慈，而不会给他人不公正的对待 

罗 9:15 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神完全有权利 - 对祂想要怜悯的人施以仁慈。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但它

没有说 - 神诅咒祂选择的人。从来没有人 - 不公正地接受神的审判。 

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 他要恩典相信的人！ 

罗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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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微妙的陷阱：被神使用的人，不要以为是因为自己的大忠诚！ 

没有人是因为完美而符合为神工作！ 



 

神的怜悯和恩慈远比我们的忠心大！ 

罗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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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老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这么做。是法老先硬了心，作出了选择，甚

至宣称自己是神，  

并命令埃及人崇拜他，神为此审判他并非不不义！神只是执行了法老的决

定：在神任凭他的心刚硬之前，神已经给了法老足够的机会回应。 

 

罗 9:19 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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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 

 

“你会为了证明你是对的而诋毁神的正义并谴责神吗？ 

神没有像约伯坚持的那样向约伯解释。 （约伯记 40:8） 

相反，神 rebuked 斥责约伯 “以为自己无所不知”的态度(约伯记 38:18)。 

当神从一阵旋风中向约伯说话时，约伯得到了神的信息，谦卑了自己(约伯记 

42:2-6)。 

 

保罗的信息也该使我们看见神的恩怜悯而谦卑。 

 神的创造：罗 9:21-22  21 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作成贵重的

器皿，又拿一块作成卑贱的器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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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书 18:3-6 》陶匠做陶器的例子：陶匠要造好的容器，但粘土坏了，

有问题。陶匠拿着这块不完美的粘土，没有扔掉它，而是把它重新改造成另



一种容器 - 仍然有用！ 

 

神甚至可以使用那些拒绝祂的人，就像陶匠使用一块坏了的粘土，并找到它

的用处一样。 

神对人非常有耐心！即使人已经作了他们的选择，神还是非常有耐心对待他

们，而不是诅咒他们 

 

罗 9:23-24  

23 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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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有什么不

可呢？ 

 

一个真正属神的子民，不是基于国籍， 

而是基于对神的信心。 

 

接下去引用两位旧约先知的四句话(罗 9:25-29)，表明这不是个新概念，是几

百年前就预言过的。 

外邦人因信耶稣基督而称义的预言： 

 

罗 9:25 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何 2: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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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称他们为永生神

的儿子。（何 1:10 ） 

罗 9:28 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地完结。(NLT 主

将迅速且彻底地在地上执行他的判决)。 

 

但如果保罗在 2000 年前说这会速速的完结，那么现在肯定比他写这本书的



时候更接近了。 

 

罗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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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赛亚书 1:9》如果神没有怜悯以色列人，他们就会像所多玛与蛾摩拉一

样被毁灭(创 19:24-25)。 

 

感谢神！通过耶稣，我们得到了怜悯和恩典。 

罗马书 9:30 那我们该怎么说？ 不随从义的外邦人，已经达到了义，就是因

信而得的义。 

 

这就是保罗在本章中观点的结论。 

（另一个激进的观点） 

 

问题：那些不追求公义的人怎么会变成公义的人呢？ 

答案：在于相信神的恩典而称义。 

 

因为神“在基督里”为所有人提供了公义的礼物！ 

人若相信并接受这个礼物，神就认他为公义的！ 

 

外邦人（不寻神），接受了神的救恩的礼物， 

犹太人（寻求神），拒绝了神的救恩的礼物。 

 

不理解神恩典的人总是会感到困惑， 

不相信： 

没有好道德的人（外邦人），在神眼中可以是公义的！ 

自认有好道德的人（犹太人）在神眼中可以是不公义的！ 



不明白： 

称义是基于对神恩典的信心，不是靠行为！ 

罗 9:31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获得正确的地位(义)。 

1. 通过相信神的恩典 – 感谢领受神的义 

2. 通过人的努力和行为 – 建立人的义 

 

这是经文所说的方法： 

但是总会失败，因为做不到完美。我们可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一些，但是所有

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 3:23) 

 

罗 9:32 这是什么缘故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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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为什么努力寻求神的人反而被拒绝？ 

为什么不寻求神的却可以与神建立公义的关系？ 

 

答案是：在于信心及信心的对象。 

（最深刻的教义之一） 

 

犹太人热心于神的事，信心是在自己身上！ 

相信通过自己公义的行为来赢得神的恩惠！ 

 

罗 9:33 就如经上所记，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

人必不至于羞愧。 

 

被恩典冒犯的人：相信自己的人！ 

觉得自己够神圣可以被神接纳了。 



在恩典中谦卑的人： (赛 64:6 ） 

看见及承认人的公义在神的面前是污秽的破布! 

 

这个对立就是为什么宗教人士总是迫害真正的基督徒！ 

 

第九章总结： 属灵的以色列人- 因信而为神的儿女！ 

因为神给的救赎是个礼物：在耶稣基督里。 

通过耶稣在十字架付出的重价做成的。 

 

不能接受耶稣基督这白白给的礼物 - 就没有救赎。 

不接受耶稣基督 – 白白给人称义 - 就没有救赎。 

神不偏心 - 他要每个人都回转 – 借着救赎的礼物得称义 - 回来与他和好！ 

 

如何领取救恩的礼物？使人与神和好的福音！ 

就是：相信耶稣十字架已经成就了完全的救赎！ 

从亚当犯罪离开了神的同在-灵里不再与神交通（Union）， 

神就预言祂的儿子（救主耶稣）会来救赎祂的孩子! 

即使以色列人不要跟随神，不接受神的救赎方法， 

神还是能够把属于祂的人（真相信、真以色列人）， 

招来成为祂的儿女!   祷告领受： 

感谢阿爸天父深爱和珍惜我们！ 

 

 


	第九章总结： 属灵的以色列人- 因信而为神的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