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位遇見耶穌的拉比 

 

四位遇見耶酥的拉比 

從 4 世紀到 18 世紀的 1400 年間，世界上沒有出現任何一間

彌賽亞信徒教會 (Messianic Jewish Church) 或會眾。然後，到

了 17 世紀末，突然間，聖靈以超自然權能的方式，開始讓猶

太人回轉歸向彌賽亞耶穌 (Messiah Yeshua)；就像是從死裡

復活一般！ 

 

我們知道的第一個事件，發生在 1680 年前後，在波蘭南部克

拉科夫 (Krakow) 附近的平丘夫 (Pinczow) 小鎮上，有四位

著名的拉比一同會面。羅克弗 (Krokeffer) 拉比和桑德拉比 

(Sender) 都來自現今捷克共和國 (Czech Republic)，察賈·察

鴻拉比 (Rabbi Chaija Chajon) 來自土耳其，還有平丘夫的首

席拉比，當地人戲稱他是「梅加萊·阿穆科斯」(Rabbi Megalleh 

Amukkoth)，意思是能解開難解謎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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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詩篇 122:6 



 

在他們深入查考聖經經文，尤其比對希伯來文先知書和新約

聖經後，這四位拉比眼睛上的帕子開始除去。他們發現許多

舊約聖經的預言已在彌賽亞耶穌（就是耶穌基督）這人身上

實現。他們開始瞭解拿撒勒人耶穌，就是以色列人的彌賽亞

和人類的救主。這四位拉比都同意兩件事：他們清楚知道，

不該加入任何外邦基督教會，如果這麼做，他們就不再是猶

太人。因此，他們只會偷偷跟親近的朋友傳福音。 

 

 
圖片來源：荷蘭國立博物館 Christ and the Penitent Sinners, Gerard 

Seghers, c. 1640 - c. 1651 

 

彌賽亞信徒教會的起頭 

19 世紀初，拿破崙入侵歐洲，許多基督徒遭受逼迫，將此災

難視為末日的起頭和敵基督的到來。 



 

因此，許多新教團體意識到，需要關心以色列的未來。他們

從研讀的聖經經文中發現，如果猶太人不回歸以色列故土，

聖經預言就無法實現，上帝對末世的計畫也就無法成就。為

了讓基督再臨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快快來到，許多主

要在英國、美國和德國的新教教會開始關心猶太人，並邀請

他們來跟隨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耶穌）。 

 

在此之前，猶太人只要接受耶穌是他們的彌賽亞，就必須放

棄生活中所有的猶太做法。現在這些相信耶穌的猶太人，首

次允許能夠繼續以猶太人的方式生活。許多聖公會、浸信會

和其他宗派會友正協助他們發展所謂的「希伯來基督徒運動」

(Christian Hebrew Movement)。只要猶太人接受耶穌成為他們

的彌賽亞，就可以在外邦基督教會的遮蓋下，在教會內成立

希伯來團體。在那個時代，這是相當激進的宣教想法。 

 

聖公會在 1809 年成立猶太人教會事工（Church's Ministry 

Among Jewish People，簡稱 CMJ），就是這類宣教組織的例

子，為要透過福音接觸猶太人。這個宣教事工的宗旨包括： 

⚫ 首先對猶太人，並也對非猶太人表明耶穌的彌賽亞身分 

(Messiahship of Jesus)。 

⚫ 致力於教導全體基督徒關於基督教的猶太根源。 

⚫ 在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m) 興起成為一股運動的前幾十

年，支持猶太人實際回到以色列應許之地 (Eretz Israel，

或作 Land of Israel)，並在聖地獨立建國。 

⚫ 促 進 希 伯 來 基 督 徒 或 猶 太 歸 主 運 動  (Hebrew 

Christian/Messianic Jewish Movement)。 

⚫ 參與支持以色列的宣傳活動。 



 

1813 年，一個名為「亞伯拉罕子孫」(Benei Abraham/Children 

of Abraham) 的希伯來基督徒團體開始在倫敦東區巴勒斯坦

地 (Palestine Place) 的小禮拜堂聚會。這是第一次有猶太信

徒聚會的記錄，也是現今彌賽亞猶太信徒教會的先驅。 

 

在全盛時期，猶太人教會事工 (CMJ) 有 250 多名宣教士，並

在 1841 年於耶路撒冷設立聖公會和路德宗的聯合教區。第

一任主教是由該事工的同工，也是前猶太拉比邁可·所羅門·

亞歷山大 (Michael Solomon Alexander) 出任。這個組織積極

在耶路撒冷建立基督教會，這是中東最古老的新教教堂，於

1849 年完工。這個教堂目前仍由猶太人教會事工主導，雖然

已不受聖公會的監督。 

 

 

 

 

 

 



 

約瑟夫·拉比諾維茲 (Joseph Rabinowitz） 

另一個進展是發生在摩爾多瓦 (Moldova)，19 世紀末該地區

仍屬於俄羅斯領土，一位住在基希湼夫 (Kishinev) 名叫約瑟

夫·拉比諾維茨 (Joseph Rabinowitz) 的猶太商人，他非常關切

整個地區日益猖獗的反猶太主義。於是他開始幫助年輕猶太

人逃離迫害，協助他們從俄羅斯移民到以色列應許之地。在

一次例行出差到耶路撒冷期間，有一天拉比諾維茨在橄欖山

上散步，他有一段強烈的屬靈經歷。他看到猶太人耶穌向他

走來，並對他說：「我就是你們在尋找的那位，我就是你們

問題的答案。」在那之後，拉比諾維茨確信，耶穌就是彌賽

亞和救主。從那一刻起，他的生命經歷改變。他決定不再費

盡心思將猶太人帶回以色列，而是投注所有精力和資源，向

摩爾多瓦的猶太人傳福音，讓他們能夠歸向彌賽亞。 

 

這些猶太人信主得救後，就在他的家鄉基希涅夫建立自西元

一世紀以來彌賽亞信徒的第一次獨立聚會。他堅持不讓會眾

歸屬任何一間基督教會，宣告完全獨立的現代猶太歸主運動

就此誕生。 

 

《希望》（Hatikva，以色列國歌）：為民族帶來希望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已有 600 萬猶太人遭到屠殺。對

此，聯合國採取行動，在 1947 年 11 月 29 日，由 33 個國家

投下多數贊成票，同意讓猶太國家 (Jewish state) 獨立建國。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第一任總理本·古里安 (Ben Gurion) 

宣佈，建立主權獨立的以色列國。這個獨立事件改變世界各

地猶太人的看法，直接實現以西結的預言，讓他們對未來充

滿希望 (Tikvah/Hope)。 



 

 

 

就在以色列建國那一年，許多猶太人開始承認耶穌是他們的

彌賽亞。其他在私底下跟隨耶穌的人，決定在以色列、美國

和歐洲公開他們的信仰。在 1967 年 6 月的六日戰爭和猶太

人收復耶路撒冷後，彌賽亞信徒的人數就呈倍數成長，不斷

攀升。 

 

當所有周邊阿拉伯國家都試著要消滅猶太人，並一度誇耀要

「將猶太人都丟進海裡」；這就是以色列剛建國時面臨的巨

大考驗，而且國家正處在危急存亡之秋。1967 年 6 月，當阿

拉伯軍隊駕著坦克從四面八方湧來，奇蹟再度發生，就像「少

年人大衛擊敗歌利亞」的故事，全世界的人都想知道：「這

樣的事怎麼會發生？」 

 

  



 

猶太人在這場對抗所有阿拉伯軍隊的戰爭中，只花了六天時

間，就從約旦人手中重新搶下耶路撒冷舊城、聖殿山和西牆，

猶太人對此感到幸運與自豪。但對許多基督徒和猶太人來說 

，這很明顯是上帝並沒有拋下他們。許多現在跟隨彌賽亞耶

穌的猶太信徒，甚至創作彌賽亞信徒自己版本的《希望》

(Hatikvah) 國歌。1948 年，以色列的猶太人口只有 150 萬人。

到 1967 年六日戰爭 (Six Day War) 結束後，猶太人口就增加

到 250 萬人。 

 

預言實現 

聖經中有許多關於以色列的重要預言，隨著猶太人回到以色

列應許之地，至少有四個預言已經實現： 

 

（1） 猶太人將再次得著以色列地，作為他們獨立建國之地

（阿摩司書 9：11-15）。 

（2）猶太人將從地的東、南、西、北四境回歸故土（以賽亞

書 43：5-6）。 

（3）乾旱的沙漠地將變為大型綠色花園。今天的以色列是一

片蓊鬱的綠色花園，而周圍許多國家則是貧脊的沙漠（以賽

亞書 35：1-2; 41：18-20）。 

（4）在末後的日子到來前，耶路撒冷將脫離外邦人統治，成

為以色列的首都（撒迦利亞書 1:17; 2：4; 12：1-9）。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4/22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西結書 37:10-12 

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氣息就進入骸骨，骸骨便活了，並且站

起來，成為極大的軍隊。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

是以色列全家。他們說：『我們的骨頭枯乾了，我們的指望

失去了，我們滅絕淨盡了。』所以你要發預言對他們說，主

耶和華如此說：『我的民哪，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

墳墓中出來，領你們進入以色列地。 

 

以賽亞書 43:5-6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禱告方向： 

為著美國、英國和德國的基督徒首先開始關心猶太人而感恩 

，我們也禱告主繼續興起華人成為以色列的膝蓋，與主一起

建造耶路撒冷起來成為可讚美的！也請為耶路撒冷全球華

人敬拜中心能成為神手中的器皿，忠心站立在守望台上禱告！ 

  



 

黎巴嫩牧師在致命爆炸前聽到 

聖靈提醒聲音 

 

 

這是黎巴嫩歷史上最可怕的事件之一。去年夏天，這座城市

的港口發生了巨大的爆炸，市區大部分變成了瓦礫，造成 200

多人死亡，數千人受傷。那一天，當地一位牧師聆聽了聖靈

的聲音，從而拯救了許多人的生命。但那只是奇蹟的開始。 

 

「我覺得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 

 

貝魯特生命中心教堂的賽義德·迪布牧師告訴我們，爆炸發

生當天，他有一種奇怪的感覺，迪布解釋說：「我感到焦慮，

我不知道我的心裡發生了什麼，我感到不自在，我不知道該

怎麼解釋，我覺得有些事情要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要發生。」 

 

「好像聖靈在說，去吧！快走！快走！」 

 

這種不安使迪布牧師讓 34 人名教職員回家，取消了 200 多

名兒童的聖經課程。 「那時好像聖靈說，走吧！快走！快走 

！快走！所以我說所有人回家，關掉電腦，強迫他們離開。

我強迫他們，他們說我們在做飯，為難民和窮人做飯。我說

今天全部取消，將所有東西放在冰箱裡。他們以為我瘋了，

但他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這是聖靈的激勵，」迪布驚呼道。 

 



 

然後，在 2020 年 8 月 4 日下午 6 時之後不久，難以想像的

事情毫無徵兆地發生了。貝魯特港儲存的大量硝酸銨爆炸―

―可能是倉庫火災引發的，儘管具體原因仍在調查中。衝擊

波毀壞了這座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幾英里地之內的建築物和

道路，震碎了玻璃。爆炸束時，200 多人死亡，7000 多人受

傷，30 萬人無家可歸。 

 

 
圖片來源：AFTA 

 

「我以為這事結束，這事是結束了，但主另有計劃，祂還有

一個計劃，」迪布說。 

 

位於震中僅一英里的地方，迪布牧師的 4000 平方公尺生命

中心教堂遭受了巨大的破壞。 



 

「現在我 12 年來建造的一切都被摧毀在地板上，天花板在

地板上，所有的燈，所有的畫，所有的門，沒有框架的門，

到處都是玻璃……真可怕……我哭了，」迪布回憶道。 

 

第二個奇蹟 

大爆炸也導致了貝魯特人民的絕望，因為他們缺乏食物、住

所和水等基本的必需品和條件。儘管面臨著巨大的需求，生

命中心教會伸出援手幫助盡可能多的受害者。迪布牧師說那

是另一個奇蹟發生的時候。他告訴 CBN 新聞他的故事，傾聽

到聖靈的聲音，讓大家回家。全世界都看到了這次採訪，人

們的幫助和奉獻開始進來。 

 

「感謝上帝，我們已經能夠把生命中心教堂恢復到正常的狀

態，甚至更好！」迪布說「（而且我們）沒有債務，我們不

再有任何債務，並且得到了額外資金。我們能夠幫助 800 個

家庭吃飯，那些受影響的家庭，每個月都可以領到食物包。

所以從第一天開始，我們就用我們僅有的一點錢把食物送出

去，上帝則不停地給！給！給！」迪布說。 

 

「請為黎巴嫩祈禱」 

 

但迪布說，貝魯特的總體局勢仍然令人絕望。該市大部分地

區仍處於瓦礫中，許多人沒有希望。 「每個人都想逃離這個

國家，有些人試圖乘船走，實際上，每天都有人在船上死去，

所以請為我們能給我們周圍的人帶來希望禱告，給與他們力

量，特別是領導人，」迪布懇求道。 

 



 

 

 

「我看到信耶穌的人比之前任何時候都多！」 

 

他說，儘管那次致命的爆炸令人恐懼，但上帝正在從灰燼中

帶來美好的祝福。我看到人們來找耶穌，從來沒有，從來都

沒有！有許多祭司來信主，也有許多祭司來接受聖靈的洗禮 

，並有神蹟奇事跟隨，所以黎巴嫩的時候到了。 

 

迪布牧師說，他很感激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他的故事，並在他

們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予了幫助。「謝謝 CBN 和全世界的人，

全世界的人都開始或多或少的奉獻，讚美上帝！這是我第一

次看到基督的肢體用行動來幫助受爆炸影響的人們。」 

 

迪布相信上帝對黎巴嫩的作為還沒有結束。 「聖經上有許多

應許，主說黎巴嫩將會頃刻間變為肥田，使萬民都作我的門

徒。在黎巴嫩，你能想像嗎？」他說。 



 

新聞出處：CBN NEWS 

新聞日期：2021/04/0８ 

翻譯｜大明 

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32:15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以賽亞書 29:17 

黎巴嫩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不是只有一點點時候嗎？ 

 

禱告方向： 

我們再次為去年奉獻給黎巴嫩的弟兄姐妹和教會感謝主！

也讓我們繼續為聖靈在黎巴嫩的奇妙修復和復興工作禱告，

為迪布牧師及當地的其他教會代禱。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CANWF、簡稱華人敬拜中心)是第一個華人在以色列

內政部登記成立的 NPO 非營利機構、期許代表華人在祝福以色列事工上，再跨

出一步扎根在耶路撒冷，致力建立華人與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教會連結平

台，並以敬拜禱告與僕人服事的心，關懷祝福以色列我們的屬靈長兄。我們邀請

華人教會團體來敬拜中心預約敬拜禱告時段，歡迎個別的代禱者與敬拜著來敬

拜中心為以色列與列國守望禱告，更多了解我們的事工與異象，請與我們連繫。 

 
官網：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E-mail：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指定奉獻： 

• 支持禱告宣教士來華人敬拜中心,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25,000 元/月。 

• 來回機票約新台幣 35,000 元。 

• 新購軟硬體設備費用,音響設備、電腦設備、音控設備、樂器設備等。 

  

line@：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Wechat 公眾号：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华人敬拜中心 

Facebook： 

耶路撒冷全球華

人敬拜中心 

IG：

canwf_in_jerusalem 

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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