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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民族，被稱為「蒙揀選之民」(Chosen 
People)，並非因他們比其他民族優越，乃因耶和
華神在歷史上揀選他們，與他們訂立盟約，又因
救主耶穌基督從猶太民族而生，使他們與神有一
份獨特的關連，而基督教也是建基於猶太根源。

蒙神引導和鼓勵，今年不同差傳機構首次共
同舉辦「同心守望猶太人」的聯合祈禱會，是次
的主題為「回轉歸主」。神的心意是要叫許多以
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路一16）。
歷世歷代眾多猶太人離開主的道，拒絕彌賽亞耶
穌，但神沒有忘記衪的立約子民，一直以永遠的
愛愛他們，呼喚他們回轉。

今天，全球猶太人口共有一千四百萬，分
佈在世界各地。當中以色列和美國合共佔超過八
成人口，其餘人數則散佈於俄羅斯、烏克蘭、
法國、英國、德國、南非、澳洲、紐西蘭、阿
根廷、巴西等國家，亦有約五千猶太人住在香
港。無論居於何處，猶太人有一個共同的屬靈需
要—「回轉歸主」，願神興起教會和信徒，回
應基督的使命，將福音傳給他們。

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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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新年（Rosh Hashanah）訂於猶太
曆七月初一日，這月份也稱為提斯流月。利
未記二十三章刻劃了八個神所定的時間，即
耶和華的節期。頭一個是安息日，每七日守
一次，其餘七個是每年遵守的七個節期的循
環，首先是吹角節，就是猶太人今天所慶祝
的猶太新年，2018年便是在公曆9月9日晚上
開始猶太曆的新年節慶，也踏入猶太曆5779
年。

從猶太新年開始一連十天稱為「至聖
日」（High Holy Days），意指最神聖的日
子。這十天是猶太民族的悔改期，直到七月
初十日在「贖罪日」達至高峰。

吹公羊號角是猶太新年的傳統儀式，也
是聖經中對這日子的吩咐，吹角的目的是召
喚人聚集、儆醒、自省、悔罪和回轉。

第一天：猶太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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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在宴席上的猶太人會取蘋果沾
蜜糖來吃，寓意對新一年充滿甜蜜的渴望。
新年的互相祝賀詞是 “Shana Tovah”，意
思是「願你有個美好的新一年」。

代禱事項：

1.	求主幫助猶太人在這段嚴肅、認真省察
的日子中，能看見神完全聖潔公義的標
準，因而謙卑，並認識自己是個罪人，
需要神的寬恕。

2.	求主興起教會和信徒，有感動和負擔，
在猶太至聖日中，為他們代禱守望，祈
求神的作為和寬恕臨到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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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在公元70年被羅馬軍兵破毀
後，以色列地的猶太民族再次被大規模趕絕
和分散，直至公元1948年，他們竟可復國，
至今年已整整七十周年了。

自十九世紀末起，世界各地興起了數波
猶太回歸移民潮，而1897年赫茨爾 （Theodor 
Herzl）在目睹歐洲反猶主義下，推動猶太
人建國，1917年英國藉貝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表達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建
立家園，不幸地1939-1945年歐洲卻發生了慘
烈的納粹大屠殺，六百萬猶太人遭害。

1947年，聯合國通過支持猶太人和巴勒
斯坦人分別建國。最終在1948年，以色列宣
佈獨立。現在經過了七十載，來到2018年，
以色列人在挑戰中仍奮力保衛家園和人民。

在舊約聖經中摩西與眾先知曾分別警告

第二天：以色列的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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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民，他們若離棄神，神必刑罰他們，
使他們分散到天下。然而，先知也預言將來
有一天：「我（神）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
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結
三十六24）

今天的以色列雖非一個完美的國家，但
她確實是因神的信實和憐愛，回歸到神當初
預備給他們的地土。

代禱事項：

1.	求神使以色列成為一個敬畏神、倚靠神
的國家，保守他們免受仇敵的攻擊，又
使他們愛自己的鄰舍。

2.	求主光照基督的教會和信徒，以神的愛
去愛以色列和猶太人，求神保守自己的
立約子民。



7

我們從歷史可以知道，1948年前後的以
色列復國領袖，雖然並非虔誠的猶太人或基督
徒，但處處可見到神的手在歷史當中掌管。

早期的以色列國，猶太信徒的數目甚
少。直至近期，特別1990年代起，因前蘇
聯解體的緣故，數以萬計俄羅斯籍猶太人回
歸以色列，他們對福音開放，信徒數字大
幅增長，現在以色列國大約有二萬信徒，
猶太人教會（或稱彌賽亞教會，Messianic 
Congregation）有二百多間。

現時，全世界的猶太人約有一千四百
萬，分佈世界各國，而猶太基督徒（他們多
自稱為彌賽亞猶太信徒Messianic Jews）也
有約二十多萬，仍然為數不多，極其需要投
入更大量的差傳工作。其中互聯網的猶太歸
主者見證便打破了地域與禁忌的界限，滲透
在許多以色列人當中。

第三天：以色列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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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面對許多困難，包括外敵與世界反
以色列情緒，也有當地的恐襲及衝突。這些困
難也包括內政危機、道德危機與公義危機等。
以色列要回轉歸主，在困難中仰望等候神。

神不單賜給以色列復國的應許，也有屬
靈復興的預言：「我（神）要潔淨你們，使你
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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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三十六25-26）

代禱事項：

1.	求主光照以色列，讓她知道自己的屬靈
缺乏，從而向神呼求。求主按衪的應
許，早日復興以色列。

2.	求主堅固教會和信徒對以色列的守望，
讓我們承認她雖不完美，但神的心意是
叫她回轉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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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新年起為期十天，是至聖日當
中的「悔罪期」。猶太人為著過去一年的為
人處事加以省察，向自己得罪過的人尋求寬
恕，盼望重新與人與神和好。

現今的猶太會堂在新年下午會舉行一個
特別的「揚棄」儀式（Tashlich），會堂召集
會眾到河流、小溪或海灘的旁邊，將帶備的
麵包屑拋灑流水中，讓它漂走，代表自己和
群眾的罪惡也傾倒於水裡被帶走。他們盼望
並祈求，當神對自己過去的一年審判時，會
饒恕他們的失敗。

猶太教傳統上不認同人一出生便有犯罪
的性情和傾向（或原罪），與基督教的信念
並不相同。猶太教認為人有自由力量選擇正
確與錯誤的道路。當人偏離了原來正確的方
向，就犯了罪，自己也要承擔後果。

第四天：至聖日的悔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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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必須了解真理，認識罪和真正的
悔改，才能理解救贖的意義。

代禱事項：

1.	求神在這十天的「悔改期」大大光照猶
太人，鑑察人的內心，讓猶太選民尋求
神的寬恕和救贖，也積極地與人和好。

2.	求神使猶太人感受到神的大愛，能在衪
裡面得著釋放、平安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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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猶太教有三個主要派別，分別
是正統派、保守派和改革派，其次也有重建
派。正統派是較為傳統和持守律法的派別，
當中最嚴謹的是極端正統派猶太人，他們從
外表衣著以至生活模式都極其嚴謹。而改革
派則是較為自由新派的分支，以能夠適應當
代生活為依據。

根據近年調查研究，在以色列，正統派
比例佔22%，而傾向保守與改革信念共佔29% 
；在美國，正統派佔10%，保守派佔18%，改
革派佔35%。總括而言，在這科技創新的世
界，宗教化猶太人在這兩個最多猶太人口的國
家仍佔一半或以上。今天，基督教教會實在不
容忽視宗教化猶太人的屬靈需要。

極端正統猶太派雖然算是最謹守律法禮
儀的一群，但當中也會出現極黑暗的故事：

第五天：宗教化猶太人的屬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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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維是長大於該派其中一分支：哈西典派的
青年，他所屬的Satmar社群，是居於紐約
市，但過著近乎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從少只
學伊地語（Yiddish，或譯「意第緒語」，從
前東歐猶太人語言），並集中學習猶太傳統
著作，並不學習其他術科，生活只著重律法
小節。他八歲時在會堂多次被一位年長男士
性侵犯，但基於社群傳統，連父母也不會報

警求助或控訴，令亞維對猶太教
與人生感到絕望。

代禱事項：

1.	求主記念宗教化猶太人內心的空洞，讓
真理光照他們，又叫他們從罪中回轉，
接受救贖。

2.	求主讓基督徒以膽量和愛心多一點關心
宗教化的猶太人，在他們當中流露基督
的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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虔誠的猶太人接受希伯來聖經，又計算
了在摩西律法中有613條誡命儀文。他們不單
恪守成文律法（Written Law），也相信並重
視口傳律法（Oral Law）。

口傳律法是根據猶太教傳統，相信神在
西乃山同時頒佈給摩西一套口傳律法，用以
解釋成文律法。而摩西及後來的領袖將它傳
給後人，直至最後編寫成重要傳統文獻。

新約聖經中，保羅說：「我可以證明，
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因為
不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
的義。」（羅十2-3）從古到今，猶太民族一
直犯上同一毛病，常以自己的標準代替神的
標準，變成自義的人。

今天，虔誠猶太人嚴守安息日和潔食條
例，所守條文遠超於聖經所教導的。此外，

第六天：猶太人的律法主義/自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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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猶太教徒在外表上也嚴格打扮，如穿
戴衣裳繸子，祈禱時佩戴經文盒在前額和手
臂上，男士留長髮鬢和穿上黑白套裝等等。
猶太人的確想嚴奉律法規條，卻忽視了神對
人內心的要求，因此錯失了律法的精義和救
恩。

代禱事項：

1.	今天許多猶太人以不同程度及方式來行
律法。求主光照他們，使他們知道神頒
發律法的目的是叫人知罪。

2.	求主興起外邦信徒，使我們有美好的見
證，讓猶太人看見在基督裡我們是新造
的人、完全的人，吸引他們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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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猶太新年計起的十天至聖日，除了悔
罪的主軸外，也有對將來的「期盼」和「盼
望」。

猶太文獻《他勒目》（Talmud，又譯
《塔木德》）提到在新年之日，天上的生命冊
子會打開，在那十天期間，神會計算每人的光
景與行為，並且在最後一天將及格者的名字寫
在生命冊上，確保他們在未來一年有美滿的
日子和福氣。故此，新年的典型祝賀詞是「願
你在神的生命冊上被命定了一個好年」（May 
you be inscribed with a good year, 希伯來文：
L'shanah Tovah Tikatevu）。

猶太人傳統對生命冊的教導固然不合聖
經真理，但也表達了他們心底的盼望，就是深
願自己被神記念、自己蒙神賜福，並且自己未
來的日子是在神的手中。

第七天：至聖日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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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二十三章講及的耶和華節期，也
的確是神的安排，是神與人的相會，叫人因順
服而得福。

事實上，約翰福音十章10節最能回應
猶太人對美滿人生的渴求：「我（耶穌） 來
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代禱事項：

1.	求主使猶太民族認識真理，認識神的兒
子耶穌彌賽亞，求主填補他們屬靈上真
正的需要。

2.	求主使教會和信徒剛強壯膽，不以福音
為恥，運用智慧、敏銳和愛心向猶太人
宣講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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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接近一半的猶太人自稱非宗教
化，60%的以色列人從不上會堂，這群人當中
近80%也表示猶太信仰對他們來說「絕不」或
「不甚」重要。在美國，有超過70%以上的猶
太人表示宗教對他們生活並不重要。

非宗教化猶太人也積極參與家庭的禮儀
與文化習俗的活動，只是不會加入宗教成份
來深化自己的猶太身份。

非宗教化猶太人對相信神沒有興趣，但
重視自由、民主、人文主義。然而，他們也
曉得不熱衷宗教，不等於免疫於普世的反猶
主義影響。所以，他們雖然沒宗教熱誠，但
卻有強烈的猶太民族感，與所有猶太群體站
立在同一陣線。

青年人尼單是以色列的非宗教化猶太
人。他的父母是虔誠猶太人，而尼單則過著

第八天：非宗教化猶太人的屬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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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的生活模式。他是個聰明的青年人，在
當兵與上大學時也表現優異，但他卻覺得思
想「神」這觀念是件複雜的事情，而他也沒
有興趣鑽研。幸有基督徒與他交流分享，他
也樂意交談。

代禱事項：

1.	求神光照眾多的非宗教化猶太人，叫他
們知道有神的存在，而神也是聖潔、公
義、慈愛的全能者。

2.	求神保守在普世反猶或反以色列氣氛下
受影響的猶太社群，求神攔阻那惡意的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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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天猶太人選擇要忘記神的時候，世
俗主義也就慢慢蠶食其思想和生活。

歷史上，世俗主義的抬頭造就了不少
猶太裔的世界名人，包括佛洛伊德、愛因斯
坦、馬克思等等。現今，世俗化的猶太人則
強調個人的自由和權力，他們有的在社會上
擁有一定的地位和物質，有的則追隨潮流文
化和姿彩生活，有的也陷入藥物濫用和性解
放，也有的迷戀東方神秘宗教主義。

世俗主義令猶太人各適其適，尋找自己
所喜好的，但它卻令猶太人偏離神，在尋找
人生的真正意義、真理的道路上迷失。

2018年6月至8月，在以色列接連多個大
城市有同志大巡遊。在特拉維夫率先舉行的
大巡遊適逢二十周年，規模歷來最大，共有
二十五萬人參加，包括以色列人和外國人。大

第九天：猶太人的世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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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遊其後陸續在海法、別是巴、耶路撒冷等地
舉行。

世俗主義已經使猶太人眼睛昏花，腳步失
迷。他們的罪惡也必定使神大大不悅。現今關
注世俗化猶太人的屬靈光景，更是刻不容緩。

先知呼籲以色列說：「你當預備迎見你
的神！」（摩四12）

代禱事項：

1.	求神大大憐憫擁抱世俗主義的猶太人，
讓他們回轉歸主，不再失迷，接受彌賽
亞的救贖。

2.	求主興起教會為猶太民族逼切守望，特
別為當中忽略屬靈需要的世俗化或無神
論的猶太人代禱，又向他們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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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曆七月初十日是贖罪日，它是至聖
日的高峰，是猶太教每年最肅穆莊嚴的日子，
今年公曆是在9月18日晚上開始至19日白天。

舊約聖經利未記講述贖罪日要刻苦己
心，大祭司當日要為以色列民進入至聖所，
特別獻祭贖罪，另外也要把一隻公山羊放到
曠野去，象徵神不再記念人的罪。

在 2 0 1 6 年 ， 皮 尤 研 究 中 心 （ P e 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報告指居住在以色
列的人口中，幾乎所有宗教化猶太人都在贖
罪日全天禁食，即使世俗化猶太人也有30%
參與全日禁食，顯示猶太人對贖罪日的重
視。與舊約要求比較，今天普遍猶太人會按
照拉比傳統教導，以祈禱、禁食、悔罪代替
獻祭，疏忽了唯有血祭才能帶來赦罪的神學
意義。

第十天：贖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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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猶太人贖罪日的真正意義，乃是藉
著衪兒子耶穌彌賽亞在十字架上，成為一次
性並永遠有功效的贖罪祭。猶太民族必須要
回轉歸主，接受耶穌，才能得享贖罪祭的完
美救贖。

代禱事項：

1.	求神光照猶太人要用聖經角度明白贖罪
日的意義，從而思想到唯有耶穌彌賽亞
滿足了神的要求。

2.	求神讓基督教會向猶太民族成為美好的
見證，並傳揚真道，吸引他們回轉歸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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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願意
□ 定期收閱有關猶太事工資訊
□ 報讀猶宣課程
□ 奉獻 $____________ 支持「同心守望猶太人祈

禱會」及相關工作
□ 推動其他信徒關心猶太人的福音需要
□ 參與本地或海外猶太福音工作
□ 其他回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應

如欲奉獻支持「同心守望猶太人祈禱會」，請郵寄支票 （抬頭「香
港差傳事工聯會有限公司」），背後註明「支持同心守望猶太人祈
禱會」，連同上述回應表，寄至長沙灣青山道128號威利商業大廈
11樓，信封面以正階寫回郵地址，以便寄發收據。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 25以下   □ 25-40   □ 41-55   □ 55以上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用作主辦機構記錄上述回應及有關跟進之用，並發放有關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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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同心守望

十天至聖日
      代禱小冊子

猶太人
祈禱會

日期：2018年9月7日（五）
時間：晚上7時45分

地點：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尖沙咀寶勒巷25號）

查詢：23928223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網上留座：https://bit.ly/2KN1Xfg

主辦單位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以色列福音差會    選民事工差會    環球宣愛協會

協辦單位
世界福音動員會    洛桑猶宣網絡

國際短宣使團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