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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亞是個義人嗎？ 

 

 

挪亞的故事以一個有趣的詞語揭開序幕，「挪亞在當時的

世代（be'dorotav）是個完全人」（創世記 6:9）。妥拉

（摩西五經）說，這正是上帝選擇從洪水中拯救挪亞和他

的家人的原因。 

 

2022.3.8  猶太曆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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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僅是「完全人」，而且是「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

人」，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希伯來詞「be'dorotav」揭示

了什麼樣的挪亞？ 

 

揭示聖經的微妙之處 

 

許多著名的猶太聖經評論家都討論了「 be'dorotav」

這個詞的重要性，這個詞的意思就是「在當時的（בדורותיו）

世代」，而這與挪亞是否是個義人有關。 

 

拉比約哈南（Rabbi Jochanan）說：「挪亞在他的世代是無

可指責的，但在其他的時代卻可能不會被認為是義人。」

也就是說，與當時的惡人相比，他似乎是稱義的。但是，

如果周圍有其他正直的人，他不會被認為是特別的。 

 

雷什．拉希（Resh Lahish）則說：「如果[挪亞]在他的世代

都能是個義人，那麼在其他的世代，他豈不是會更好嗎？」

也就是說，如果他能夠在這種無法無天的時代站穩腳跟，

那麼在更好一點的時代，他肯定更會保持正直。  

 

一個希伯來詞竟給出了多種解釋這節經文的方法，揭示了

聖經中這些奇妙的細微差別。 

 

文章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何謂猶太人的靈性？ 

 

第三單元是瞭解我們為何會這樣思考，以及該如何看待這

樣的思考。 

 

 
（照片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在我看來，靈性與神祕主義都是可以互通的。靈性代表的

是思想、實踐與表達對精神、非物質與自然的體驗。對猶

太教與基督教來說，我想其他信仰也是如此，宗教活動或

多或少都是以靈性為導向。在某些宗教，靈性往往表現得

更顯著。一個人的靈性與個人性情與成長環境有很大的關

係。 

 



 

例如，一個人歌唱或吟唱的方式、神的形象或祈禱的方式

都與個人的信仰傳統有關。哈西迪教派的歌曲也許沒有歌

詞，或只有極少的歌詞。這種聽起來憂傷的曲調，用來表

達對上帝殷切的思念之情，以及對猶太人民復興的渴望。

一名基督教神祕主義者可能會看到耶穌在十字架上，或在

天上的耶穌手上有釘痕，還有耶穌周圍有光環圍繞。 

 

我們的靈性經驗都來自於我們的信仰框架。當人們在經歷

靈性經驗的時刻，都是以我們熟悉的宗教術語和概念呈現。

聖經中的先知看見異象，例如，以西結在巴比倫時看到代

表著聖殿形象的戰車（Merkavah）。摩西在焚燒的荊棘中

遇見這位全能者或其形象，祂說道：「我是你父親的神，

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當先祖們遇見

上帝，或看見某種偉大的神秘異象時，他們通常會築一座

壇。在經歷所有這些靈性經驗時都會有特定的地點、時間、

環境與人。 

 

猶太人的靈性經驗 

 

今天猶太教的靈性經驗是源自 18 世紀在東歐掀起的哈西迪

運動 （Hasidic Movement），當時的宗教在某種程度上變得

僵化，而且是由經院派哲學家（Scholastic，譯註：在信仰

上講求邏輯陳述）所把持。當時的環境嚴峻，人民絕望，

猶太人也生活在貧困中。兩個世代前，薩巴塔伊彌賽亞運

動（Sabbatian Messianic Movement；十七世紀的運動，其

創辦人薩巴塔伊．澤維 Sabbatai Zevi 自稱是彌賽亞）曾席捲

整個猶太社區，最後卻慘遭失敗。 



 

猶太人與當地政府的關係惡劣，經常遭到反猶太主義的迫

害。宗教領袖與一般人民之間更存在著極大的鴻溝。 

 

 
（照片來源：David Cohen/Flash90） 

 

在那個時候，猶太教神祕主義者會到處旅行，拜訪不同的

猶太社區，在當地講道和行許多小神蹟。其中有一位特別

出眾的神祕主義者，人稱他是巴爾．謝姆．托夫（Baal 

Shem Tov），他是哈西迪教派靈性現象的先驅人物。 

 

由於猶太機構認為他們在宗教事務上的權威受到威脅，於

是起來反對他。但也因為他們認為巴爾．謝姆．托夫（字

面意思：有好名聲的人）可能正在帶領另一場假彌賽亞運

動，或者也許他只是另一名薩巴塔伊彌賽亞運動的信徒。 



 

然而許多人愛戴他並且感激他，並且從他身上找到了希望

和信心。幾位年輕的拉比學者加入他的行列，成為他的門

徒，而且寫作並發展一種靈性走向的猶太教。 

 

幾個世紀後，今天的哈西迪猶太教在很大程度上是極端正

統教派 （Ultra-Orthodox）機構。他們不再是追求靈性之人

的猶太教。不過，在極端正統教派法庭之外，哈西迪的屬

靈影響力依然方興未艾。其中一個走向是運用古老哈西迪

傳統中的靈性表達、寫作與傳統習俗等豐富資源，這樣的

團體被稱作「新哈西迪主義」（Neo-Hasidism）。 

 

 
（照片來源：Yaakov Naumi/Flash90） 

 

  



 

新的靈性走向 

 

新哈西迪猶太教是從 20 世紀初開始發展，經常與偉大的猶

太人文主義學者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有關，他創作

了用來講述哈西迪世界故事與思想的通俗文學。這個教派

也經常和後來猶太教中的新時代（New Age）靈性浪潮發生

關聯，而這要歸功於拉比薩爾曼·施特．沙洛米（Zalman 

Schachter-Shalom）與神學家兼學者亞瑟．格林（Arthur 

Green）。另外，還有重新認識哈巴德（Chabad）與布雷斯

洛夫極端正統哈西迪教派的團體（Breslev ultra-Orthodox 

Hasidic；譯註：布雷斯洛夫·納赫曼 Nachman of Breslov 的曾

祖父巴爾．謝姆．托夫創立了哈西迪教派，布雷斯洛夫則

復興了哈西迪運動），他們也被視為新哈西迪教派。 

 

但在我看來，重視靈性的猶太教正統派人物才能真正代表

新哈西迪主義，尤其是華沙作家希勒爾．齊特林（Hillel 

Zeitlin；1871-1942）。 

 

齊特林是一位多產的作家與思想家，他醉心投入歐洲、巴

勒斯坦和整個西方世界流行的思想觀念。他曾與布伯、猶

太復國主義拉比亞伯拉罕．以撒．庫克（Abraham Isaac 

Kook；雖不常被認為是新哈西迪教派人物，但他還是道道

地地的新哈西迪派）、其他世俗派猶太復國主義作家，以

及反對猶太復國主義的極端正統教派人士通信往來。 

 

  



 

齊特林在脫離極端正統哈西迪教派的成長背景後，年輕時

曾深受尼采 （Nietzsche）的影響，在他長大成為一名宗教

思想家後，依然有意識地維持尼采對他的影響。他也受到

俄羅斯（基督教）「尋找神之人」（G-d Seekers）的靈性運

動影響，有著滿腔熱情、創造力、勇氣與新生力量。就某

種意義來說，許多成為「尼采學派」（Nietzschean）門下之

人，在某種程度上已打破了舊框架，並在他們自身思想、

時代精神與整個世界局勢變化的推動下創造出新的框架。 

 

齊特林的靈性也受到新心理學派與宗教研究的影響。他閱

讀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巨著《宗教經驗之種種》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1902），當中主要

援引基督教的靈性經驗。他意識到這部作品對他這一代人

的重要意義，以及猶太世界未能從心理學角度思考解決靈

性問題所留下的空缺。 

 

在現代與後現代時代，應該將心理學和科學批評（Scientific 

Critique） 納入思考，並讓真正的靈性與宗教經驗在這些深

水中獲得重生。不過，和其他人一樣，如著名基督教作家

伊芙琳．恩德希（Evelyn Underhill）一樣，齊特林也可以看

出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作品中對靈性經驗多侷限

在宗教「心境」（Moods）上的調查。除了在書中兩個章節

提到關於神祕主義之外，詹姆斯只觸及了靈性現象的皮毛，

而且不敢跨出受限的學術思維。 

 

  



 

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不願意承認超自然心理學

（Paranormal Psychology）、神秘或靈性經驗等超越精神層

次的領域，或是更確切地說，借助某些外力干預瞭解發生

在精神層次內的狀況。在恩德希最偉大的作品《神秘主義》

（Mysticism，1911）中，她直接回應詹姆斯，並調查歷史

上基督教神秘主義者「實際」發生的神秘經驗。齊特林嘗

試為猶太教創作類似的作品，主要提到哈西迪教派的神祕

主義者，以及超自然心理學上的神秘經驗，並解釋這些經

驗在猶太信仰與神學上的意義和目的。 

 

令人遺憾的是，齊特林的書籍手稿在猶太大屠殺中永遠消

失了。他的確曾寫過一篇名為《靈魂秘密之地》（ In the 

Secret Place of the Soul，1913）的文章，讓我們一窺他對各

種神祕現象的看法。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到夢境、直覺、

痛苦與靈魂昇華。齊特林對靈性與人類經驗的理解是「神」

的靈運行在水面上，而且始終一直存在，只要透過人類心

靈作為媒介就能夠感受到。這樣的觀點與恩德希的想法類

似，也就是靈性思想與我們的心靈以及當中的聯想、感受

與想法相結合。如同這篇文章引言中所提到的，我開始對

這樣的觀點有所體會。 

 

受到現代與後現代人類渴望追求屬靈真理的啟發，齊特林

試圖復興猶太人的靈性。可以說，就末世論的範疇，這是

一種彌賽亞式的世界觀，想像大多數世俗派和極端正統教

派猶太人懷抱著重建真實世界或「修復世界」（Tikkun 

Olam）的願望，參與在以色列的屬靈呼召中。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2/22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哥林多前書 2:10-11 

只有神藉著聖靈向我們顯明了，因為聖靈參透萬事，就是

神深奧的事也參透了。除了在人裡頭的靈，誰知道人的事；

像這樣，除了神的靈，也沒有人知道神的事。 

 

以西結書 36:26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

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 

 

求神賜給猶太人一顆新心，將聖靈放在他們心中，開啟他

們的心靈的眼睛，使他們真認識神及基督，因為唯有神的

靈得以幫助他們參透神的奧祕。 

  



 

當以色列的敵人嗅到其弱點時 

 

以色列的敵人十分明白歐洲的戰爭將會對以色列造成影響。 

 

 
示意圖。（圖片來源：Abed Rahim Khatib/Flash90） 

 

哈馬斯最高領導人之一穆薩．阿布．馬祖克（Mousa Abu 

Marzouk）最近在推特上表示，歐洲戰爭可能會危害以色列

的未來。「現在正是決定以色列未來的時刻。」哈馬斯領

導層明白美國主導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美國也不能再對俄

羅斯宣戰。美國政府根本無法在國際舞台上做出讓自己維

持世界統治地位的決定。「現在我們可以談論猶太復國主

義實體的未來。」另一條推文寫道。以色列的死敵如哈馬

斯、伊斯蘭聖戰組織、真主黨以及伊朗的最高領導人，都

明白美國的失策將會嚴重削弱以色列的地位。 

 



 

聯合國也不能再保證世界的和平與安全，因為聯合國安理

會及五個常任理事國（P5，five permanent members）無法

再發揮他們的功用。此外阿布．馬祖克表示，聯合國很快

就會結束其在全世界的工作。「而我們不能忘記猶太復國

主義制度被不公平的強加在我們的土地上。」 

 

 
哈馬斯政治局副領導人穆薩．阿布．馬祖克（右）擁抱伊斯蘭運動

時武裝聯隊埃茲丁．卡薩姆旅（Ezzedine al-Qassam）的一名成員。

（圖片來源：Abed Rahim Khatib/Flash90） 

 

在以色列的伊斯蘭運動也看見一個轉折點。「關於以色列

終結的預言正在我們眼前實現。」以色列伊斯蘭運動的律

師哈立德．扎巴爾卡（Khaled Zabarka）強調。「戰爭不是

必要的，因為猶太群體內部的鬥爭將導致以色列國家的崩

潰。」以色列內部確實存在深刻的社會裂痕，因為國內不

同「派別」在爭奪主導地位時變得越來越敵對。 



 

根據扎巴爾卡律師的說法，這種崩潰反映在意識形態上的

極端主義和以色列恐怖行動中，刺激了特別激進的猶太復

國主義團體。他和伊斯蘭運動領袖拉德．薩拉（Raed Salah）

還指控以色列法律制度是在調和極端主義觀點，而不是捍

衛正義。兩人都指出真主阿拉明確設下規則，以色列政權

的離開不一定得靠全面性戰爭，可能是因著以色列的猶太

人內戰，最後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國將為自己帶來滅亡。 

 

哈馬斯國際負責人哈立德．邁沙阿勒（Khaled Mashaal）也

認為以色列變得越來越脆弱。「我們開始採取行動來塑造

未來是至關重要的事，而不是等待國際局勢的發展。」邁

沙阿勒說。在他看來依靠國際干預是錯誤的。「我們必須

自己動手塑造我們的未來。」邁沙阿勒強調表示。「美國

從阿富汗撤軍以及美國對中國和俄羅斯發展的關注，為我

們地區的國家提供機會，使我們可以成為有影響力且獨立

的角色，一勞永逸的為巴勒斯坦主權努力。」 

 

據他了解，以色列不再是美國在中東的長臂。「以色列軍

隊已經失去其無敵的形象。以色列在世上的合法性正在削

弱，而且抵制以色列的運動越來越強大。」根據哈馬斯負

責人表示，巴勒斯坦的目標包括世界各地巴勒斯坦難民的

返回權、釋放囚犯以及解除以色列對加薩地帶的包圍。 

 



 

 
以色列的死敵感受到以色列的弱點，這是哈馬斯在加薩地帶集會的

照片。（圖片來源：Atia Mohammed /Flash90） 

 

巴勒斯坦網絡清楚的表示，以色列主要的敵人看見以色列

開始顯露的弱點，首先是以色列的盟友在區域與世界上逐

漸失去權力，同時他們也看見以色列內部的不團結。這些

局勢使他們得出這樣的評估，他們認為以色列處於困境的

邊緣，巴勒斯坦人應該將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從

旁使以色列自我毀滅。 

 

文章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2/03/07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

旺！ 

 

約伯記 5:13 

破壞狡猾人的計謀，使他們所謀的不得成就。 

 

當世界局勢變動之時，願神的平安臨到中東地區，並求神

敗壞以色列死敵們的計謀，使他們所謀的不得成就，願真

實的平安臨到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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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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