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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召會的會所和以後相調
中心的地點將會在市中心。耶路撒冷
市中心約有八十萬人，全城到處都是
荷槍實彈的男女士兵，城中治安還算
不錯。極端份子在耶路撒冷使用人肉
炸彈的事件，過去十年來也非常少見
了。目前世界的局勢是：如果美國要
攻打敍利亞，敍利亞就會聯合伊朗攻
打以色列。中東國家的目標，是讓以
色列從地圖上消失。在一九六七年，
以色列軍攻到了聖殿山，隨軍的拉比
提議在聖殿山的清真寺上插國旗，有
人也提議把清真寺摧毀，當時領軍的
摩西．戴揚（Mose Dajan）將軍不
但不同意讓以色列把國旗插在清真寺
上面，甚至還把聖殿山的管理權交還
阿拉伯人，這是很特別的情形，是他
的政治智慧。至於聖殿要不要蓋，還
牽涉很多分歧的意見和利益關係。若
是聖殿蓋好了以後，只有亞倫的後裔
可以作祭司。但是目前以色列的拉比
人，只要有心願都可以就讀拉比學
校，一旦聖殿蓋起來、恢復祭祀之
後，拉比們就都要失業了，因此聖殿
的建造背後還有很多利益的考量。也
有些猶太人認爲，聖殿的建造是在神
的手中，不應該用人手的工作。

散發馨香見證

        活出新人實際 

 二Ｏ一二年末開始，同工們有很
多的交通都把負擔放在耶路撒冷，有
許多同工弟兄們一週三次在Skype上
為耶路撒冷禱告，我那時也在一同禱
告。李弟兄在四十多年前就有負擔，
在主來之前要興起在耶路撒冷的見
證，但是那裏一直以來都很難開展。
第一，那裏很難找到工作；第二，那
裏的人很不喜歡世俗的人過去；第
三，很難找到留下來的理由。而我在
禱告中跟主說，『若是主讓我去，我
很願意去。』我拿的是美國護照，辦
的是旅遊簽證，每三個月都要離境一
次。目前以色列總共有五處召會，有
二十位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三位來
自墨西哥去希伯來大學念書、三位從
美國過去、兩位是中國人在那裏當學
生、導遊張玲玲姊妹；另外還有兩位
從俄國移民來的猶太人、兩位從英國
來的猶太人，他們都是移民來的。我
們每一個人來到這裏都是付代價的，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聚集。耶
路撒冷有一個會所是聖徒奉獻出來
的。從七月二十一日開始擘餅，人數
越來越多，聚會是用英文和俄語，我
們的目標是三十個人。

在耶路撒冷的開展模式跟其他地
方很不同，因爲基本上那裏不能傳福
音。若是被人發現你傳福音，你就會
被政府驅逐出境；而且當地猶太人若
是改變信仰，也會被取消公民權。每
次聖徒們來這裏訪問，都會拿相機拍
照留念，我們會很緊張請大家刪除照
片，尤其千萬不可放在臉書（Face 

宗教氛圍濃瀰漫

       優越民族忠愛國

整個以色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
看，第一個部分就是耶路撒冷，而第
二個部分就是以色列；因為耶路撒冷
和以色列之間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
方。首先，耶路撒冷的人口結構是由
極端熱心猶太教的猶太人、極端熱心
回教的穆斯林、以及基督徒所組成
的；而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是一個由
較為世俗化的猶太人，包括無神論者
所聚集的地方。這兩地的猶太人，在
生活型態上有着極大的差異性。首
先，我們要認識猶太教（Judaism）
通常可分成極端猶太教（Extreme 
J u d a i s m ） 以 及 一 般 猶 太 教
（Normal Judaism）。在耶路撒冷
的猶太人是屬於極端猶太教徒，他們
謹守律法、會拿石頭丟人、不需要當
兵、並且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而依
猶太人的人口分佈來看，有百分之四
十是無神論者、百分之二十是極端熱
心的猶太教徒、剩下的則是一般的猶
太教徒。在以色列國建國的先驅中有
很多都是無神論者；熱心宗教的人都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那裏是他們宗
教的中心。其實在國際認知上，耶路
撒冷是屬於巴勒斯坦所有，而以色列
的首都在特拉維夫。但是以色列當局
將國會和政府設置在耶路撒冷，所以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雙方目前還在談
判，希望以色列能歸還耶路撒冷。但
是我們知道，這事不可能發生。

以色列這個國家雖然這麽小，許
多科技卻是世界頂尖的，譬如他們的
飛彈防禦系統，可以成功攔截百分之
九十五的飛彈，成本卻只有美國愛國

普遍的負擔。我們對這件事也有負
擔，然而我們是希望在那裏有一個真
正明亮的金燈臺發光照耀。今天如果
你到耶路撒冷舊城去看，你會發現一
個很大的房子叫Christ Church，那
是英國人在一百五十年前修建的。前
一陣子有一個修道士在那邊展覽我們
的書，隨後就出現很多謠言，說我們
是異端邪教，當地政府就把我們的書
撤掉了。後來我們在自己的會所擺
書，有一次正好有機會和那裏的一位
牧師喫飯，他剛好是那次撤書事件的
管理人員，我們和他解釋之後，誤會
就過去了，感謝主。

關於猶太人的特質，他們自己
說，若是有一百個猶太人來在一起，
會有一百零一個意見。他們對任何事
都非常有意見；雖然他們非常有意
見，但是他們不分裂。若是自己的國
家有危難，他們會不顧一切擺上自己
支援前線。另舉一個例子，若是有一
個猶太人和一個中國人要買東西，中
國人一定會挑最便宜的買；而猶太人
一定會買猶太人開的店，這就是他們
的民族性。另外，在歷史上猶太人飽
受欺凌，所以他們有非常的強烈的求
生意志，國家有危險的時候，他們會
不顧一切，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會為國
家投入戰爭。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個
中國人在美國教書，底下有兩個學生
都是以色列人，一個是猶太人、一個
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有戰爭的時
候，老師就問猶太學生說，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戰爭？猶太學生回答說，老
師，我要回國打仗了；當問到阿拉伯
學生的時候，他說，有很多人打仗，
也不差我這一個。

者飛彈的五分之一；他們農業技術世
界一流，可以在沙漠之地種植蔬菜輸
出給歐洲。然後他們在創新能力也非
常突出，在美國股票上市的科技公司
總數，超過所有歐洲國家公司的總
數。以色列總人口約八百萬人，男女
到十八歲時都要當兵。他們都很會生
育，有的年輕媽媽生了九個孩子。以
色列人口中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是阿
拉伯人，他們也是以色列公民、是另
一種類型的公民，有居留權，只是不
需要當兵。極端猶太教徒也不用當
兵。以色列人平均月收入大約是八千
九百舍克勒，約合美金兩千五百元，
台幣七萬五千元，當地物價非常高。
耶路撒冷不是一個經濟都市，而是一
個旅遊、宗教都市。人想拿到以色列
的居留權，就必須是一位猶太人。母
親是猶太人，孩子就自動是猶太人；
但是如果父親是猶太人，孩子就不一
定是猶太人；一個人若加入猶太教，
也就是猶太人，是猶太人就可以拿到
居留權。所以除了移民以外，取得學
生簽證、旅行簽證就成了待在以色列
的辦法。除了猶太公民可以長期居留
以外，其他的外人差不多五年左右就
會被政府請走，不大可能有長期居留
的機會。除非有以色列公司要僱用
你，否則你很難拿到工作簽證。台北
市召會二會所有一位弟兄，目前在特
拉維夫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另外十九
會所有一位彭弟兄，得到一個為期一
年客座教授的機會，今年十二月會過
去以色列。

全世界有很多基督徒前往以色
列，他們滿有熱心、財力、留在以色
列甚至願意放棄原本安逸的生活，因
爲回歸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天主教徒

以色列開展概況

大約在二ＯＯ一年間，一批從蘇
俄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聖徒發出呼
聲，希望有人能到以色列供應他們。
因此陸續有弟兄們接受交通，從世界
各地移民到以色列。第一位過去的是
猶太裔的Jackson弟兄，他曾經參加
過 台 北 全 時 間 訓 練 （ F u l l － T i m e 
Training in Taipei，FTTT），而我則
是在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份到了耶路撒
冷一起配搭。以色列福音工作的開
始，主要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城市，
在特拉維夫（Tel Aviv－Yafo）、內
坦 亞 （ N e t a n y a ） 、 以 及 海 法
（Haifa）這幾個城市以及其他周邊
的小城市實行召會生活，這是因為地
中海沿岸的就業機會較多；相對來
說，耶路撒冷是一個宗教的都市，就
業機會很少。耶路撒冷有很多人都是
戴着黑帽子、留着長鬢角的宗教徒，
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卻很少看到這
樣的情形。在二Ｏ一三年起，以色列
的工作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一年我
們從以色列的各個城市聚集到耶路撒
冷，希望在那裏興起一個明亮的見
證。從前耶路撒冷城分成東耶路撒冷
和西耶路撒冷兩部分，東耶路撒冷是
所謂的舊城，裏面包含聖殿山，但是
在六、七零年代的時候兩部份合併
了，新的耶路撒冷城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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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帶人呼求主並不像平
常我們在校園帶人一樣，人一呼求就
感覺好喜樂、虛空人生變詩歌，在這
裏是要付代價的。之前有一位聖徒牧
養在特拉維夫大學的猶太學生，後來
他摸着了主，有一天他決定呼求主
名，之後他大哭一場之後就不再聚會
了，因為他衡量了整個代價，覺得真
是太沉重了。這實在是不容易。

現在我們有二十位聖徒，有十位
擁有公民權，十位是學生。這二十位
弟兄姊妹都是藉着禱告，由外地移民
來的。我們真正的希望是在我們中間
有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外邦人一同
聚集，這也是我們的禱告。雖然這裏
不能在路上發福音單張接觸人，否則
會引起騷動，但是我們就是相信一個
新人的見證能征服人，藉着弟兄姊妹
的相愛摸着人，召會生活顯出一個新
人的見證，人就要受到吸引。若是你
想要用外面的道理去摸着人，你比猶
太教徒還差的遠呢！在耶路撒冷的猶
太人和阿拉伯人，大部分都比參加全
時間訓練的學員還要虔誠，到了所有
該定時讀經、禱告的時間，他們馬上
停下事情來作。但是他們所作的都是
空的。從耶穌那時候就說了，這不過
是粉飾的牆。

在耶路撒冷有一所很好的大學，
希伯來大學，到目前為止出過六位諾
貝爾獎得主，我希望參加過全時間訓
練的學員們都可以來這裏念大學。即
便如此，你若是在那裏念碩博士，
五、六年之後他們也會要你離開。外
國人不容易留下來，但是藉着不斷的
有人去，當地的見證就被加強了。如
果年輕的弟兄姐妹願意去以色列，不

Book）上面。當地人若是被證明參
加基督教活動將會被取消公民權並驅
逐出境。附帶一提，猶太教基本上不
外傳，大多由家庭傳承下來。所以他
們對於家族中有人岔出去是看得很嚴
重的。第一，一個新的公民（五年之
內）若岔出去，將會被取消公民權，
也就是被趕出會堂；然後會為全家族
帶來醜名、惡名，整個社交生活就完
全沒有了。所以聖徒們到以色列開展
都相當不容易。在這裏，我們不能抱
持着傳統的觀念來開展。譬如說，我
能在台灣鄉鎮一下子帶二十個人得
救；但是在耶路撒冷這是不可能的
事，因為這裏連傳福音都不被允許。
我們在召會生活傳福音的操練、所裝
備的技巧在那邊都用不上，我們所能
作的只能禱告和活在靈裏，操練作一
個新人的見證。

余潔麟弟兄要求我們每一個去以
色列的人都要讀倪柝聲弟兄在初信造
就裏放棄區別的信息，其中包括背
景、文化、教育、社會階層、職業等
等，都要操練放下，因為在耶路撒冷
那裏有俄國來的猶太人、亞美尼亞
人、墨西哥人、美國人、台灣人。那
麼多人來在一起就要操練一個新人的
見證，操練放下區別，召會生活就是
從零開始。我們所說的新人，第一，
一定要有猶太人；第二，一定要有外
邦人，還有阿拉伯人。當這些人來在
一起還能一同過生活，這樣一實行出
來，人就會受吸引。以色列政府允許
有聚會，但是需要登記，因爲政府要
確定聚會當中不會向其他人傳福音。
所以，只要不跟別人傳福音就可以
了。以色列對於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所以纔會有無神論者。

管是去讀書，還是爲着召會生活，都
能開拓視野，這是非常值得的。耶路
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
擇，語言上沒有太大的限制，也可以
選擇輕鬆一點的科系。希伯來大學的
學費約為兩萬四千美金一年，比美國
的學校便宜很多。

  我們相信，要作以色列的福音工
作，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文字工作，
但還有很多點需要突破。第一，那邊
使用希伯來文，但是在我們中間比較
缺少合格的繙譯者；第二，是繙譯書
籍需要成本，並且需要到達一定的數
量。畢竟世界上使用希伯來文的只有
以色列，並且不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也
不說希伯來文。全世界的猶太人有一
千三百萬左右，其中只有六七百萬人
使用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原本是一個
死掉的語言，只不過近一百年左右纔
開始恢復使用。

出宗教營外 幔內過生活

我們依然希望有更多本地人被主
得着，但是除了禱告以外，我們不知
道有甚麼路可以開展。在全時間訓練
所受的傳福音訓練，在耶路撒冷行不
通，本地人的邏輯是完全不同，新約
是不被承認的。你若是跟人講耶穌，
他們認爲耶穌不過是一個猶太人，不
是神的兒子，你還能跟猶太人講甚
麼？比方說，你講耶穌真愛你，他就
問，『你說耶穌是誰？』你說耶穌是
神，他就跟你說，『聖經裏面十誡講
得清清楚楚，神只有一位。』若是你
說耶穌是神的兒子，所以祂也是神，
他就會回答你說，『不、不，只有一
位神』。若是你說舊約聖經中有好多
地方講到耶穌，比方以賽亞書說像羊

被牽到宰殺之地，是指基督說的。他
就會回答你說，『不、不，這是指以
色列人幾千年被迫害、被大屠殺說
的。』這些人對於聖經都有一套自己
的邏輯、系統，若是你沒有萬全的準
備，如何去傳呢？

使徒保羅可不一樣，他太厲害
了。但是就算是使徒保羅，他終究還
是受了宗教氣氛的影響。在使徒行傳
裏，當雅各跟他說，『在這裏有數萬
人為律法熱心，你不能彀忽畧他們，
你現在所作的是得罪他們。』當保羅
到殿裏獻祭去，神的手就進來興起暴
動阻止他。你看，就算一個人異象那
麼清楚，在那樣的環境中還是會受到
影響。在耶路撒冷裏，彌漫着一股超
級、無比、濃厚的宗教氣氛，壓力甚
重。當我離開耶路撒冷就覺得很舒
服。難怪主耶穌要帶門徒出耶路撒
冷，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纔啟
示出祂自己。

耶路撒冷曾是聖經中的第一個召
會，曾經很興旺，但是主的手進來讓
整個召會被拆毀。主希望耶路撒冷召
會能彀恢復到最早使徒們那時候純淨
的光景，因為後來那裏毫無疑問的有
了攙雜。猶太教的影響確實攙雜進
去，我們去讀行傳就會曉得。今天在
以色列，所謂的基督徒並不稱作基督
徒，而是叫信徒（Believers），因為
基督徒在那裏是一個臭名。卽使如
此，這些信徒也是把舊約的實行混合
着新約的信仰一起來作，注重舊約安
息日、割禮、守律法，但是他們的說
法是，『我向着甚麼人就作甚麼人，
若是我不這樣作的話，整個猶太人的
門就會關掉了。』毫無疑問的，這的

確是一種攙雜的情形。

可能你會想說，不如去接觸那百
分之四十的無神論者罷。當然可以，
一個人如果入籍的時候是無神論者，
你可以低調一點接觸他，但是不要明
講你是基督徒，否則你就是在挑戰法
律，不過這也是很難。有一次我接觸
到一個九十歲的猶太老人，他去游泳
常帶着兩個手機，一個是他的、一個
是他太太的。他太太已經死了，所以
他一直保留他太太的手機，為着要聽
到她的聲音。有一回他太太的手機不
小心掉到水裏了，他很難過，於是我
們就幫他修理好了，他非常的感激我
們。我們很自然地就談到福音，然後
他說他不相信有神，他說，『因為如
果你和我一樣在集中營待過，你就不
可能相信有神。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
理 由 能 彀 解 釋 這 件 事 為 甚 麼 會 發
生。』所以所謂的無神論者也有一個
信仰，就是無神、不可能有神。猶太
人從古至今被殺掉太多，並且很多都
是基督徒殺的。在中世紀有好幾次十
字軍，殺了成堆的猶太人。後來在大
屠殺的時候，基督徒也保持中立，不
吭一聲，連史達林都自稱是基督徒。
於是我只能跟他說耶穌愛你，神剛好
把我安排在你旁邊、我又剛好懂得修
手機，你不覺得這是有一個安排麼？

爭戰禱告走窄路

      新人見證得加強

今年十月，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
訓練壯年班的弟兄姐妹他們來以色列
兩個月，我負責安排他們的生活。我
們跟他們講，第一就是絕對不能傳福
音，不能上街頭發單張，否則絕對引

起騷動。因為你若是在那裏發福音單
張，你根本不知道要傳甚麼。沒有被
訓練過、沒有被教過，要講甚麼呢？
他們去耶路撒冷是他們自己要去的，
我們需要配上許多服事。但是他們來
了，在這裏過召會生活，確實加強了
主在這裏的見證。耶路撒冷從古至今
就是一個旅客的都市，或許有的人只
去幾週、幾年，但是無論如何，這樣
子的去對於耶路撒冷的召會來說都是
一個加強。

第二，起碼在那裏多了三十人在
禱告，向着耶路撒冷、為着全地、主
的恢復禱告；第三，他們會一同的追
求；第四，他們也會去那裏接觸人。
接觸人是可以的，但是傳福音是絕對
不可以的。在這裏絕對不可能兩三下
就帶一個人受浸，而需要花很多的時
間來陪。法律雖然規定不可以在街頭
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傳福音，但是可以
把人請到家裏頭講。人若是到了你的
家，就不算是陌生人，你就可以跟他
講一些話。

代禱事項

* 盼望各地有更多聖徒來以色列短期
居留、訪問或相調，加強當地一個
新人的見證。

* 鼓勵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畢業
學員能來以色列讀書，與當地聖徒
一同生活，帶進一個新人的實際。

* 為當地召會的花費以及聖徒財務的
需要，有更多記念與擺上。

* 為全地主的恢復中有權利回歸以色
列的聖徒，願意出代價回到以色列
長期居留，一同有分於主的恢復在
以色列的見證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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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召會的會所和以後相調
中心的地點將會在市中心。耶路撒冷
市中心約有八十萬人，全城到處都是
荷槍實彈的男女士兵，城中治安還算
不錯。極端份子在耶路撒冷使用人肉
炸彈的事件，過去十年來也非常少見
了。目前世界的局勢是：如果美國要
攻打敍利亞，敍利亞就會聯合伊朗攻
打以色列。中東國家的目標，是讓以
色列從地圖上消失。在一九六七年，
以色列軍攻到了聖殿山，隨軍的拉比
提議在聖殿山的清真寺上插國旗，有
人也提議把清真寺摧毀，當時領軍的
摩西．戴揚（Mose Dajan）將軍不
但不同意讓以色列把國旗插在清真寺
上面，甚至還把聖殿山的管理權交還
阿拉伯人，這是很特別的情形，是他
的政治智慧。至於聖殿要不要蓋，還
牽涉很多分歧的意見和利益關係。若
是聖殿蓋好了以後，只有亞倫的後裔
可以作祭司。但是目前以色列的拉比
人，只要有心願都可以就讀拉比學
校，一旦聖殿蓋起來、恢復祭祀之
後，拉比們就都要失業了，因此聖殿
的建造背後還有很多利益的考量。也
有些猶太人認爲，聖殿的建造是在神
的手中，不應該用人手的工作。

散發馨香見證

        活出新人實際 

 二Ｏ一二年末開始，同工們有很
多的交通都把負擔放在耶路撒冷，有
許多同工弟兄們一週三次在Skype上
為耶路撒冷禱告，我那時也在一同禱
告。李弟兄在四十多年前就有負擔，
在主來之前要興起在耶路撒冷的見
證，但是那裏一直以來都很難開展。
第一，那裏很難找到工作；第二，那
裏的人很不喜歡世俗的人過去；第
三，很難找到留下來的理由。而我在
禱告中跟主說，『若是主讓我去，我
很願意去。』我拿的是美國護照，辦
的是旅遊簽證，每三個月都要離境一
次。目前以色列總共有五處召會，有
二十位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三位來
自墨西哥去希伯來大學念書、三位從
美國過去、兩位是中國人在那裏當學
生、導遊張玲玲姊妹；另外還有兩位
從俄國移民來的猶太人、兩位從英國
來的猶太人，他們都是移民來的。我
們每一個人來到這裏都是付代價的，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聚集。耶
路撒冷有一個會所是聖徒奉獻出來
的。從七月二十一日開始擘餅，人數
越來越多，聚會是用英文和俄語，我
們的目標是三十個人。

在耶路撒冷的開展模式跟其他地
方很不同，因爲基本上那裏不能傳福
音。若是被人發現你傳福音，你就會
被政府驅逐出境；而且當地猶太人若
是改變信仰，也會被取消公民權。每
次聖徒們來這裏訪問，都會拿相機拍
照留念，我們會很緊張請大家刪除照
片，尤其千萬不可放在臉書（Face 

宗教氛圍濃瀰漫

       優越民族忠愛國

整個以色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
看，第一個部分就是耶路撒冷，而第
二個部分就是以色列；因為耶路撒冷
和以色列之間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
方。首先，耶路撒冷的人口結構是由
極端熱心猶太教的猶太人、極端熱心
回教的穆斯林、以及基督徒所組成
的；而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是一個由
較為世俗化的猶太人，包括無神論者
所聚集的地方。這兩地的猶太人，在
生活型態上有着極大的差異性。首
先，我們要認識猶太教（Judaism）
通常可分成極端猶太教（Extreme 
J u d a i s m ） 以 及 一 般 猶 太 教
（Normal Judaism）。在耶路撒冷
的猶太人是屬於極端猶太教徒，他們
謹守律法、會拿石頭丟人、不需要當
兵、並且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而依
猶太人的人口分佈來看，有百分之四
十是無神論者、百分之二十是極端熱
心的猶太教徒、剩下的則是一般的猶
太教徒。在以色列國建國的先驅中有
很多都是無神論者；熱心宗教的人都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那裏是他們宗
教的中心。其實在國際認知上，耶路
撒冷是屬於巴勒斯坦所有，而以色列
的首都在特拉維夫。但是以色列當局
將國會和政府設置在耶路撒冷，所以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雙方目前還在談
判，希望以色列能歸還耶路撒冷。但
是我們知道，這事不可能發生。

以色列這個國家雖然這麽小，許
多科技卻是世界頂尖的，譬如他們的
飛彈防禦系統，可以成功攔截百分之
九十五的飛彈，成本卻只有美國愛國

普遍的負擔。我們對這件事也有負
擔，然而我們是希望在那裏有一個真
正明亮的金燈臺發光照耀。今天如果
你到耶路撒冷舊城去看，你會發現一
個很大的房子叫Christ Church，那
是英國人在一百五十年前修建的。前
一陣子有一個修道士在那邊展覽我們
的書，隨後就出現很多謠言，說我們
是異端邪教，當地政府就把我們的書
撤掉了。後來我們在自己的會所擺
書，有一次正好有機會和那裏的一位
牧師喫飯，他剛好是那次撤書事件的
管理人員，我們和他解釋之後，誤會
就過去了，感謝主。

關於猶太人的特質，他們自己
說，若是有一百個猶太人來在一起，
會有一百零一個意見。他們對任何事
都非常有意見；雖然他們非常有意
見，但是他們不分裂。若是自己的國
家有危難，他們會不顧一切擺上自己
支援前線。另舉一個例子，若是有一
個猶太人和一個中國人要買東西，中
國人一定會挑最便宜的買；而猶太人
一定會買猶太人開的店，這就是他們
的民族性。另外，在歷史上猶太人飽
受欺凌，所以他們有非常的強烈的求
生意志，國家有危險的時候，他們會
不顧一切，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會為國
家投入戰爭。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個
中國人在美國教書，底下有兩個學生
都是以色列人，一個是猶太人、一個
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有戰爭的時
候，老師就問猶太學生說，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戰爭？猶太學生回答說，老
師，我要回國打仗了；當問到阿拉伯
學生的時候，他說，有很多人打仗，
也不差我這一個。

者飛彈的五分之一；他們農業技術世
界一流，可以在沙漠之地種植蔬菜輸
出給歐洲。然後他們在創新能力也非
常突出，在美國股票上市的科技公司
總數，超過所有歐洲國家公司的總
數。以色列總人口約八百萬人，男女
到十八歲時都要當兵。他們都很會生
育，有的年輕媽媽生了九個孩子。以
色列人口中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是阿
拉伯人，他們也是以色列公民、是另
一種類型的公民，有居留權，只是不
需要當兵。極端猶太教徒也不用當
兵。以色列人平均月收入大約是八千
九百舍克勒，約合美金兩千五百元，
台幣七萬五千元，當地物價非常高。
耶路撒冷不是一個經濟都市，而是一
個旅遊、宗教都市。人想拿到以色列
的居留權，就必須是一位猶太人。母
親是猶太人，孩子就自動是猶太人；
但是如果父親是猶太人，孩子就不一
定是猶太人；一個人若加入猶太教，
也就是猶太人，是猶太人就可以拿到
居留權。所以除了移民以外，取得學
生簽證、旅行簽證就成了待在以色列
的辦法。除了猶太公民可以長期居留
以外，其他的外人差不多五年左右就
會被政府請走，不大可能有長期居留
的機會。除非有以色列公司要僱用
你，否則你很難拿到工作簽證。台北
市召會二會所有一位弟兄，目前在特
拉維夫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另外十九
會所有一位彭弟兄，得到一個為期一
年客座教授的機會，今年十二月會過
去以色列。

全世界有很多基督徒前往以色
列，他們滿有熱心、財力、留在以色
列甚至願意放棄原本安逸的生活，因
爲回歸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天主教徒

以色列開展概況

大約在二ＯＯ一年間，一批從蘇
俄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聖徒發出呼
聲，希望有人能到以色列供應他們。
因此陸續有弟兄們接受交通，從世界
各地移民到以色列。第一位過去的是
猶太裔的Jackson弟兄，他曾經參加
過 台 北 全 時 間 訓 練 （ F u l l － T i m e 
Training in Taipei，FTTT），而我則
是在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份到了耶路撒
冷一起配搭。以色列福音工作的開
始，主要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城市，
在特拉維夫（Tel Aviv－Yafo）、內
坦 亞 （ N e t a n y a ） 、 以 及 海 法
（Haifa）這幾個城市以及其他周邊
的小城市實行召會生活，這是因為地
中海沿岸的就業機會較多；相對來
說，耶路撒冷是一個宗教的都市，就
業機會很少。耶路撒冷有很多人都是
戴着黑帽子、留着長鬢角的宗教徒，
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卻很少看到這
樣的情形。在二Ｏ一三年起，以色列
的工作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一年我
們從以色列的各個城市聚集到耶路撒
冷，希望在那裏興起一個明亮的見
證。從前耶路撒冷城分成東耶路撒冷
和西耶路撒冷兩部分，東耶路撒冷是
所謂的舊城，裏面包含聖殿山，但是
在六、七零年代的時候兩部份合併
了，新的耶路撒冷城越來越大。

在以色列，帶人呼求主並不像平
常我們在校園帶人一樣，人一呼求就
感覺好喜樂、虛空人生變詩歌，在這
裏是要付代價的。之前有一位聖徒牧
養在特拉維夫大學的猶太學生，後來
他摸着了主，有一天他決定呼求主
名，之後他大哭一場之後就不再聚會
了，因為他衡量了整個代價，覺得真
是太沉重了。這實在是不容易。

現在我們有二十位聖徒，有十位
擁有公民權，十位是學生。這二十位
弟兄姊妹都是藉着禱告，由外地移民
來的。我們真正的希望是在我們中間
有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外邦人一同
聚集，這也是我們的禱告。雖然這裏
不能在路上發福音單張接觸人，否則
會引起騷動，但是我們就是相信一個
新人的見證能征服人，藉着弟兄姊妹
的相愛摸着人，召會生活顯出一個新
人的見證，人就要受到吸引。若是你
想要用外面的道理去摸着人，你比猶
太教徒還差的遠呢！在耶路撒冷的猶
太人和阿拉伯人，大部分都比參加全
時間訓練的學員還要虔誠，到了所有
該定時讀經、禱告的時間，他們馬上
停下事情來作。但是他們所作的都是
空的。從耶穌那時候就說了，這不過
是粉飾的牆。

在耶路撒冷有一所很好的大學，
希伯來大學，到目前為止出過六位諾
貝爾獎得主，我希望參加過全時間訓
練的學員們都可以來這裏念大學。即
便如此，你若是在那裏念碩博士，
五、六年之後他們也會要你離開。外
國人不容易留下來，但是藉着不斷的
有人去，當地的見證就被加強了。如
果年輕的弟兄姐妹願意去以色列，不

Book）上面。當地人若是被證明參
加基督教活動將會被取消公民權並驅
逐出境。附帶一提，猶太教基本上不
外傳，大多由家庭傳承下來。所以他
們對於家族中有人岔出去是看得很嚴
重的。第一，一個新的公民（五年之
內）若岔出去，將會被取消公民權，
也就是被趕出會堂；然後會為全家族
帶來醜名、惡名，整個社交生活就完
全沒有了。所以聖徒們到以色列開展
都相當不容易。在這裏，我們不能抱
持着傳統的觀念來開展。譬如說，我
能在台灣鄉鎮一下子帶二十個人得
救；但是在耶路撒冷這是不可能的
事，因為這裏連傳福音都不被允許。
我們在召會生活傳福音的操練、所裝
備的技巧在那邊都用不上，我們所能
作的只能禱告和活在靈裏，操練作一
個新人的見證。

余潔麟弟兄要求我們每一個去以
色列的人都要讀倪柝聲弟兄在初信造
就裏放棄區別的信息，其中包括背
景、文化、教育、社會階層、職業等
等，都要操練放下，因為在耶路撒冷
那裏有俄國來的猶太人、亞美尼亞
人、墨西哥人、美國人、台灣人。那
麼多人來在一起就要操練一個新人的
見證，操練放下區別，召會生活就是
從零開始。我們所說的新人，第一，
一定要有猶太人；第二，一定要有外
邦人，還有阿拉伯人。當這些人來在
一起還能一同過生活，這樣一實行出
來，人就會受吸引。以色列政府允許
有聚會，但是需要登記，因爲政府要
確定聚會當中不會向其他人傳福音。
所以，只要不跟別人傳福音就可以
了。以色列對於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所以纔會有無神論者。

管是去讀書，還是爲着召會生活，都
能開拓視野，這是非常值得的。耶路
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
擇，語言上沒有太大的限制，也可以
選擇輕鬆一點的科系。希伯來大學的
學費約為兩萬四千美金一年，比美國
的學校便宜很多。

  我們相信，要作以色列的福音工
作，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文字工作，
但還有很多點需要突破。第一，那邊
使用希伯來文，但是在我們中間比較
缺少合格的繙譯者；第二，是繙譯書
籍需要成本，並且需要到達一定的數
量。畢竟世界上使用希伯來文的只有
以色列，並且不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也
不說希伯來文。全世界的猶太人有一
千三百萬左右，其中只有六七百萬人
使用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原本是一個
死掉的語言，只不過近一百年左右纔
開始恢復使用。

出宗教營外 幔內過生活

我們依然希望有更多本地人被主
得着，但是除了禱告以外，我們不知
道有甚麼路可以開展。在全時間訓練
所受的傳福音訓練，在耶路撒冷行不
通，本地人的邏輯是完全不同，新約
是不被承認的。你若是跟人講耶穌，
他們認爲耶穌不過是一個猶太人，不
是神的兒子，你還能跟猶太人講甚
麼？比方說，你講耶穌真愛你，他就
問，『你說耶穌是誰？』你說耶穌是
神，他就跟你說，『聖經裏面十誡講
得清清楚楚，神只有一位。』若是你
說耶穌是神的兒子，所以祂也是神，
他就會回答你說，『不、不，只有一
位神』。若是你說舊約聖經中有好多
地方講到耶穌，比方以賽亞書說像羊

被牽到宰殺之地，是指基督說的。他
就會回答你說，『不、不，這是指以
色列人幾千年被迫害、被大屠殺說
的。』這些人對於聖經都有一套自己
的邏輯、系統，若是你沒有萬全的準
備，如何去傳呢？

使徒保羅可不一樣，他太厲害
了。但是就算是使徒保羅，他終究還
是受了宗教氣氛的影響。在使徒行傳
裏，當雅各跟他說，『在這裏有數萬
人為律法熱心，你不能彀忽畧他們，
你現在所作的是得罪他們。』當保羅
到殿裏獻祭去，神的手就進來興起暴
動阻止他。你看，就算一個人異象那
麼清楚，在那樣的環境中還是會受到
影響。在耶路撒冷裏，彌漫着一股超
級、無比、濃厚的宗教氣氛，壓力甚
重。當我離開耶路撒冷就覺得很舒
服。難怪主耶穌要帶門徒出耶路撒
冷，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纔啟
示出祂自己。

耶路撒冷曾是聖經中的第一個召
會，曾經很興旺，但是主的手進來讓
整個召會被拆毀。主希望耶路撒冷召
會能彀恢復到最早使徒們那時候純淨
的光景，因為後來那裏毫無疑問的有
了攙雜。猶太教的影響確實攙雜進
去，我們去讀行傳就會曉得。今天在
以色列，所謂的基督徒並不稱作基督
徒，而是叫信徒（Believers），因為
基督徒在那裏是一個臭名。卽使如
此，這些信徒也是把舊約的實行混合
着新約的信仰一起來作，注重舊約安
息日、割禮、守律法，但是他們的說
法是，『我向着甚麼人就作甚麼人，
若是我不這樣作的話，整個猶太人的
門就會關掉了。』毫無疑問的，這的

確是一種攙雜的情形。

可能你會想說，不如去接觸那百
分之四十的無神論者罷。當然可以，
一個人如果入籍的時候是無神論者，
你可以低調一點接觸他，但是不要明
講你是基督徒，否則你就是在挑戰法
律，不過這也是很難。有一次我接觸
到一個九十歲的猶太老人，他去游泳
常帶着兩個手機，一個是他的、一個
是他太太的。他太太已經死了，所以
他一直保留他太太的手機，為着要聽
到她的聲音。有一回他太太的手機不
小心掉到水裏了，他很難過，於是我
們就幫他修理好了，他非常的感激我
們。我們很自然地就談到福音，然後
他說他不相信有神，他說，『因為如
果你和我一樣在集中營待過，你就不
可能相信有神。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
理 由 能 彀 解 釋 這 件 事 為 甚 麼 會 發
生。』所以所謂的無神論者也有一個
信仰，就是無神、不可能有神。猶太
人從古至今被殺掉太多，並且很多都
是基督徒殺的。在中世紀有好幾次十
字軍，殺了成堆的猶太人。後來在大
屠殺的時候，基督徒也保持中立，不
吭一聲，連史達林都自稱是基督徒。
於是我只能跟他說耶穌愛你，神剛好
把我安排在你旁邊、我又剛好懂得修
手機，你不覺得這是有一個安排麼？

爭戰禱告走窄路

      新人見證得加強

今年十月，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
訓練壯年班的弟兄姐妹他們來以色列
兩個月，我負責安排他們的生活。我
們跟他們講，第一就是絕對不能傳福
音，不能上街頭發單張，否則絕對引

起騷動。因為你若是在那裏發福音單
張，你根本不知道要傳甚麼。沒有被
訓練過、沒有被教過，要講甚麼呢？
他們去耶路撒冷是他們自己要去的，
我們需要配上許多服事。但是他們來
了，在這裏過召會生活，確實加強了
主在這裏的見證。耶路撒冷從古至今
就是一個旅客的都市，或許有的人只
去幾週、幾年，但是無論如何，這樣
子的去對於耶路撒冷的召會來說都是
一個加強。

第二，起碼在那裏多了三十人在
禱告，向着耶路撒冷、為着全地、主
的恢復禱告；第三，他們會一同的追
求；第四，他們也會去那裏接觸人。
接觸人是可以的，但是傳福音是絕對
不可以的。在這裏絕對不可能兩三下
就帶一個人受浸，而需要花很多的時
間來陪。法律雖然規定不可以在街頭
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傳福音，但是可以
把人請到家裏頭講。人若是到了你的
家，就不算是陌生人，你就可以跟他
講一些話。

代禱事項

* 盼望各地有更多聖徒來以色列短期
居留、訪問或相調，加強當地一個
新人的見證。

* 鼓勵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畢業
學員能來以色列讀書，與當地聖徒
一同生活，帶進一個新人的實際。

* 為當地召會的花費以及聖徒財務的
需要，有更多記念與擺上。

* 為全地主的恢復中有權利回歸以色
列的聖徒，願意出代價回到以色列
長期居留，一同有分於主的恢復在
以色列的見證與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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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召會的會所和以後相調
中心的地點將會在市中心。耶路撒冷
市中心約有八十萬人，全城到處都是
荷槍實彈的男女士兵，城中治安還算
不錯。極端份子在耶路撒冷使用人肉
炸彈的事件，過去十年來也非常少見
了。目前世界的局勢是：如果美國要
攻打敍利亞，敍利亞就會聯合伊朗攻
打以色列。中東國家的目標，是讓以
色列從地圖上消失。在一九六七年，
以色列軍攻到了聖殿山，隨軍的拉比
提議在聖殿山的清真寺上插國旗，有
人也提議把清真寺摧毀，當時領軍的
摩西．戴揚（Mose Dajan）將軍不
但不同意讓以色列把國旗插在清真寺
上面，甚至還把聖殿山的管理權交還
阿拉伯人，這是很特別的情形，是他
的政治智慧。至於聖殿要不要蓋，還
牽涉很多分歧的意見和利益關係。若
是聖殿蓋好了以後，只有亞倫的後裔
可以作祭司。但是目前以色列的拉比
人，只要有心願都可以就讀拉比學
校，一旦聖殿蓋起來、恢復祭祀之
後，拉比們就都要失業了，因此聖殿
的建造背後還有很多利益的考量。也
有些猶太人認爲，聖殿的建造是在神
的手中，不應該用人手的工作。

散發馨香見證

        活出新人實際 

 二Ｏ一二年末開始，同工們有很
多的交通都把負擔放在耶路撒冷，有
許多同工弟兄們一週三次在Skype上
為耶路撒冷禱告，我那時也在一同禱
告。李弟兄在四十多年前就有負擔，
在主來之前要興起在耶路撒冷的見
證，但是那裏一直以來都很難開展。
第一，那裏很難找到工作；第二，那
裏的人很不喜歡世俗的人過去；第
三，很難找到留下來的理由。而我在
禱告中跟主說，『若是主讓我去，我
很願意去。』我拿的是美國護照，辦
的是旅遊簽證，每三個月都要離境一
次。目前以色列總共有五處召會，有
二十位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三位來
自墨西哥去希伯來大學念書、三位從
美國過去、兩位是中國人在那裏當學
生、導遊張玲玲姊妹；另外還有兩位
從俄國移民來的猶太人、兩位從英國
來的猶太人，他們都是移民來的。我
們每一個人來到這裏都是付代價的，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聚集。耶
路撒冷有一個會所是聖徒奉獻出來
的。從七月二十一日開始擘餅，人數
越來越多，聚會是用英文和俄語，我
們的目標是三十個人。

在耶路撒冷的開展模式跟其他地
方很不同，因爲基本上那裏不能傳福
音。若是被人發現你傳福音，你就會
被政府驅逐出境；而且當地猶太人若
是改變信仰，也會被取消公民權。每
次聖徒們來這裏訪問，都會拿相機拍
照留念，我們會很緊張請大家刪除照
片，尤其千萬不可放在臉書（Face 

宗教氛圍濃瀰漫

       優越民族忠愛國

整個以色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
看，第一個部分就是耶路撒冷，而第
二個部分就是以色列；因為耶路撒冷
和以色列之間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
方。首先，耶路撒冷的人口結構是由
極端熱心猶太教的猶太人、極端熱心
回教的穆斯林、以及基督徒所組成
的；而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是一個由
較為世俗化的猶太人，包括無神論者
所聚集的地方。這兩地的猶太人，在
生活型態上有着極大的差異性。首
先，我們要認識猶太教（Judaism）
通常可分成極端猶太教（Extreme 
J u d a i s m ） 以 及 一 般 猶 太 教
（Normal Judaism）。在耶路撒冷
的猶太人是屬於極端猶太教徒，他們
謹守律法、會拿石頭丟人、不需要當
兵、並且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而依
猶太人的人口分佈來看，有百分之四
十是無神論者、百分之二十是極端熱
心的猶太教徒、剩下的則是一般的猶
太教徒。在以色列國建國的先驅中有
很多都是無神論者；熱心宗教的人都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那裏是他們宗
教的中心。其實在國際認知上，耶路
撒冷是屬於巴勒斯坦所有，而以色列
的首都在特拉維夫。但是以色列當局
將國會和政府設置在耶路撒冷，所以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雙方目前還在談
判，希望以色列能歸還耶路撒冷。但
是我們知道，這事不可能發生。

以色列這個國家雖然這麽小，許
多科技卻是世界頂尖的，譬如他們的
飛彈防禦系統，可以成功攔截百分之
九十五的飛彈，成本卻只有美國愛國

普遍的負擔。我們對這件事也有負
擔，然而我們是希望在那裏有一個真
正明亮的金燈臺發光照耀。今天如果
你到耶路撒冷舊城去看，你會發現一
個很大的房子叫Christ Church，那
是英國人在一百五十年前修建的。前
一陣子有一個修道士在那邊展覽我們
的書，隨後就出現很多謠言，說我們
是異端邪教，當地政府就把我們的書
撤掉了。後來我們在自己的會所擺
書，有一次正好有機會和那裏的一位
牧師喫飯，他剛好是那次撤書事件的
管理人員，我們和他解釋之後，誤會
就過去了，感謝主。

關於猶太人的特質，他們自己
說，若是有一百個猶太人來在一起，
會有一百零一個意見。他們對任何事
都非常有意見；雖然他們非常有意
見，但是他們不分裂。若是自己的國
家有危難，他們會不顧一切擺上自己
支援前線。另舉一個例子，若是有一
個猶太人和一個中國人要買東西，中
國人一定會挑最便宜的買；而猶太人
一定會買猶太人開的店，這就是他們
的民族性。另外，在歷史上猶太人飽
受欺凌，所以他們有非常的強烈的求
生意志，國家有危險的時候，他們會
不顧一切，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會為國
家投入戰爭。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個
中國人在美國教書，底下有兩個學生
都是以色列人，一個是猶太人、一個
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有戰爭的時
候，老師就問猶太學生說，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戰爭？猶太學生回答說，老
師，我要回國打仗了；當問到阿拉伯
學生的時候，他說，有很多人打仗，
也不差我這一個。

者飛彈的五分之一；他們農業技術世
界一流，可以在沙漠之地種植蔬菜輸
出給歐洲。然後他們在創新能力也非
常突出，在美國股票上市的科技公司
總數，超過所有歐洲國家公司的總
數。以色列總人口約八百萬人，男女
到十八歲時都要當兵。他們都很會生
育，有的年輕媽媽生了九個孩子。以
色列人口中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是阿
拉伯人，他們也是以色列公民、是另
一種類型的公民，有居留權，只是不
需要當兵。極端猶太教徒也不用當
兵。以色列人平均月收入大約是八千
九百舍克勒，約合美金兩千五百元，
台幣七萬五千元，當地物價非常高。
耶路撒冷不是一個經濟都市，而是一
個旅遊、宗教都市。人想拿到以色列
的居留權，就必須是一位猶太人。母
親是猶太人，孩子就自動是猶太人；
但是如果父親是猶太人，孩子就不一
定是猶太人；一個人若加入猶太教，
也就是猶太人，是猶太人就可以拿到
居留權。所以除了移民以外，取得學
生簽證、旅行簽證就成了待在以色列
的辦法。除了猶太公民可以長期居留
以外，其他的外人差不多五年左右就
會被政府請走，不大可能有長期居留
的機會。除非有以色列公司要僱用
你，否則你很難拿到工作簽證。台北
市召會二會所有一位弟兄，目前在特
拉維夫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另外十九
會所有一位彭弟兄，得到一個為期一
年客座教授的機會，今年十二月會過
去以色列。

全世界有很多基督徒前往以色
列，他們滿有熱心、財力、留在以色
列甚至願意放棄原本安逸的生活，因
爲回歸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天主教徒

以色列開展概況

大約在二ＯＯ一年間，一批從蘇
俄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聖徒發出呼
聲，希望有人能到以色列供應他們。
因此陸續有弟兄們接受交通，從世界
各地移民到以色列。第一位過去的是
猶太裔的Jackson弟兄，他曾經參加
過 台 北 全 時 間 訓 練 （ F u l l － T i m e 
Training in Taipei，FTTT），而我則
是在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份到了耶路撒
冷一起配搭。以色列福音工作的開
始，主要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城市，
在特拉維夫（Tel Aviv－Yafo）、內
坦 亞 （ N e t a n y a ） 、 以 及 海 法
（Haifa）這幾個城市以及其他周邊
的小城市實行召會生活，這是因為地
中海沿岸的就業機會較多；相對來
說，耶路撒冷是一個宗教的都市，就
業機會很少。耶路撒冷有很多人都是
戴着黑帽子、留着長鬢角的宗教徒，
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卻很少看到這
樣的情形。在二Ｏ一三年起，以色列
的工作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一年我
們從以色列的各個城市聚集到耶路撒
冷，希望在那裏興起一個明亮的見
證。從前耶路撒冷城分成東耶路撒冷
和西耶路撒冷兩部分，東耶路撒冷是
所謂的舊城，裏面包含聖殿山，但是
在六、七零年代的時候兩部份合併
了，新的耶路撒冷城越來越大。

在以色列，帶人呼求主並不像平
常我們在校園帶人一樣，人一呼求就
感覺好喜樂、虛空人生變詩歌，在這
裏是要付代價的。之前有一位聖徒牧
養在特拉維夫大學的猶太學生，後來
他摸着了主，有一天他決定呼求主
名，之後他大哭一場之後就不再聚會
了，因為他衡量了整個代價，覺得真
是太沉重了。這實在是不容易。

現在我們有二十位聖徒，有十位
擁有公民權，十位是學生。這二十位
弟兄姊妹都是藉着禱告，由外地移民
來的。我們真正的希望是在我們中間
有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外邦人一同
聚集，這也是我們的禱告。雖然這裏
不能在路上發福音單張接觸人，否則
會引起騷動，但是我們就是相信一個
新人的見證能征服人，藉着弟兄姊妹
的相愛摸着人，召會生活顯出一個新
人的見證，人就要受到吸引。若是你
想要用外面的道理去摸着人，你比猶
太教徒還差的遠呢！在耶路撒冷的猶
太人和阿拉伯人，大部分都比參加全
時間訓練的學員還要虔誠，到了所有
該定時讀經、禱告的時間，他們馬上
停下事情來作。但是他們所作的都是
空的。從耶穌那時候就說了，這不過
是粉飾的牆。

在耶路撒冷有一所很好的大學，
希伯來大學，到目前為止出過六位諾
貝爾獎得主，我希望參加過全時間訓
練的學員們都可以來這裏念大學。即
便如此，你若是在那裏念碩博士，
五、六年之後他們也會要你離開。外
國人不容易留下來，但是藉着不斷的
有人去，當地的見證就被加強了。如
果年輕的弟兄姐妹願意去以色列，不

Book）上面。當地人若是被證明參
加基督教活動將會被取消公民權並驅
逐出境。附帶一提，猶太教基本上不
外傳，大多由家庭傳承下來。所以他
們對於家族中有人岔出去是看得很嚴
重的。第一，一個新的公民（五年之
內）若岔出去，將會被取消公民權，
也就是被趕出會堂；然後會為全家族
帶來醜名、惡名，整個社交生活就完
全沒有了。所以聖徒們到以色列開展
都相當不容易。在這裏，我們不能抱
持着傳統的觀念來開展。譬如說，我
能在台灣鄉鎮一下子帶二十個人得
救；但是在耶路撒冷這是不可能的
事，因為這裏連傳福音都不被允許。
我們在召會生活傳福音的操練、所裝
備的技巧在那邊都用不上，我們所能
作的只能禱告和活在靈裏，操練作一
個新人的見證。

余潔麟弟兄要求我們每一個去以
色列的人都要讀倪柝聲弟兄在初信造
就裏放棄區別的信息，其中包括背
景、文化、教育、社會階層、職業等
等，都要操練放下，因為在耶路撒冷
那裏有俄國來的猶太人、亞美尼亞
人、墨西哥人、美國人、台灣人。那
麼多人來在一起就要操練一個新人的
見證，操練放下區別，召會生活就是
從零開始。我們所說的新人，第一，
一定要有猶太人；第二，一定要有外
邦人，還有阿拉伯人。當這些人來在
一起還能一同過生活，這樣一實行出
來，人就會受吸引。以色列政府允許
有聚會，但是需要登記，因爲政府要
確定聚會當中不會向其他人傳福音。
所以，只要不跟別人傳福音就可以
了。以色列對於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所以纔會有無神論者。

管是去讀書，還是爲着召會生活，都
能開拓視野，這是非常值得的。耶路
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
擇，語言上沒有太大的限制，也可以
選擇輕鬆一點的科系。希伯來大學的
學費約為兩萬四千美金一年，比美國
的學校便宜很多。

  我們相信，要作以色列的福音工
作，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文字工作，
但還有很多點需要突破。第一，那邊
使用希伯來文，但是在我們中間比較
缺少合格的繙譯者；第二，是繙譯書
籍需要成本，並且需要到達一定的數
量。畢竟世界上使用希伯來文的只有
以色列，並且不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也
不說希伯來文。全世界的猶太人有一
千三百萬左右，其中只有六七百萬人
使用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原本是一個
死掉的語言，只不過近一百年左右纔
開始恢復使用。

出宗教營外 幔內過生活

我們依然希望有更多本地人被主
得着，但是除了禱告以外，我們不知
道有甚麼路可以開展。在全時間訓練
所受的傳福音訓練，在耶路撒冷行不
通，本地人的邏輯是完全不同，新約
是不被承認的。你若是跟人講耶穌，
他們認爲耶穌不過是一個猶太人，不
是神的兒子，你還能跟猶太人講甚
麼？比方說，你講耶穌真愛你，他就
問，『你說耶穌是誰？』你說耶穌是
神，他就跟你說，『聖經裏面十誡講
得清清楚楚，神只有一位。』若是你
說耶穌是神的兒子，所以祂也是神，
他就會回答你說，『不、不，只有一
位神』。若是你說舊約聖經中有好多
地方講到耶穌，比方以賽亞書說像羊

被牽到宰殺之地，是指基督說的。他
就會回答你說，『不、不，這是指以
色列人幾千年被迫害、被大屠殺說
的。』這些人對於聖經都有一套自己
的邏輯、系統，若是你沒有萬全的準
備，如何去傳呢？

使徒保羅可不一樣，他太厲害
了。但是就算是使徒保羅，他終究還
是受了宗教氣氛的影響。在使徒行傳
裏，當雅各跟他說，『在這裏有數萬
人為律法熱心，你不能彀忽畧他們，
你現在所作的是得罪他們。』當保羅
到殿裏獻祭去，神的手就進來興起暴
動阻止他。你看，就算一個人異象那
麼清楚，在那樣的環境中還是會受到
影響。在耶路撒冷裏，彌漫着一股超
級、無比、濃厚的宗教氣氛，壓力甚
重。當我離開耶路撒冷就覺得很舒
服。難怪主耶穌要帶門徒出耶路撒
冷，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纔啟
示出祂自己。

耶路撒冷曾是聖經中的第一個召
會，曾經很興旺，但是主的手進來讓
整個召會被拆毀。主希望耶路撒冷召
會能彀恢復到最早使徒們那時候純淨
的光景，因為後來那裏毫無疑問的有
了攙雜。猶太教的影響確實攙雜進
去，我們去讀行傳就會曉得。今天在
以色列，所謂的基督徒並不稱作基督
徒，而是叫信徒（Believers），因為
基督徒在那裏是一個臭名。卽使如
此，這些信徒也是把舊約的實行混合
着新約的信仰一起來作，注重舊約安
息日、割禮、守律法，但是他們的說
法是，『我向着甚麼人就作甚麼人，
若是我不這樣作的話，整個猶太人的
門就會關掉了。』毫無疑問的，這的

確是一種攙雜的情形。

可能你會想說，不如去接觸那百
分之四十的無神論者罷。當然可以，
一個人如果入籍的時候是無神論者，
你可以低調一點接觸他，但是不要明
講你是基督徒，否則你就是在挑戰法
律，不過這也是很難。有一次我接觸
到一個九十歲的猶太老人，他去游泳
常帶着兩個手機，一個是他的、一個
是他太太的。他太太已經死了，所以
他一直保留他太太的手機，為着要聽
到她的聲音。有一回他太太的手機不
小心掉到水裏了，他很難過，於是我
們就幫他修理好了，他非常的感激我
們。我們很自然地就談到福音，然後
他說他不相信有神，他說，『因為如
果你和我一樣在集中營待過，你就不
可能相信有神。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
理 由 能 彀 解 釋 這 件 事 為 甚 麼 會 發
生。』所以所謂的無神論者也有一個
信仰，就是無神、不可能有神。猶太
人從古至今被殺掉太多，並且很多都
是基督徒殺的。在中世紀有好幾次十
字軍，殺了成堆的猶太人。後來在大
屠殺的時候，基督徒也保持中立，不
吭一聲，連史達林都自稱是基督徒。
於是我只能跟他說耶穌愛你，神剛好
把我安排在你旁邊、我又剛好懂得修
手機，你不覺得這是有一個安排麼？

爭戰禱告走窄路

      新人見證得加強

今年十月，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
訓練壯年班的弟兄姐妹他們來以色列
兩個月，我負責安排他們的生活。我
們跟他們講，第一就是絕對不能傳福
音，不能上街頭發單張，否則絕對引

起騷動。因為你若是在那裏發福音單
張，你根本不知道要傳甚麼。沒有被
訓練過、沒有被教過，要講甚麼呢？
他們去耶路撒冷是他們自己要去的，
我們需要配上許多服事。但是他們來
了，在這裏過召會生活，確實加強了
主在這裏的見證。耶路撒冷從古至今
就是一個旅客的都市，或許有的人只
去幾週、幾年，但是無論如何，這樣
子的去對於耶路撒冷的召會來說都是
一個加強。

第二，起碼在那裏多了三十人在
禱告，向着耶路撒冷、為着全地、主
的恢復禱告；第三，他們會一同的追
求；第四，他們也會去那裏接觸人。
接觸人是可以的，但是傳福音是絕對
不可以的。在這裏絕對不可能兩三下
就帶一個人受浸，而需要花很多的時
間來陪。法律雖然規定不可以在街頭
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傳福音，但是可以
把人請到家裏頭講。人若是到了你的
家，就不算是陌生人，你就可以跟他
講一些話。

代禱事項

* 盼望各地有更多聖徒來以色列短期
居留、訪問或相調，加強當地一個
新人的見證。

* 鼓勵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畢業
學員能來以色列讀書，與當地聖徒
一同生活，帶進一個新人的實際。

* 為當地召會的花費以及聖徒財務的
需要，有更多記念與擺上。

* 為全地主的恢復中有權利回歸以色
列的聖徒，願意出代價回到以色列
長期居留，一同有分於主的恢復在
以色列的見證與行動。



耶路撒冷召會的會所和以後相調
中心的地點將會在市中心。耶路撒冷
市中心約有八十萬人，全城到處都是
荷槍實彈的男女士兵，城中治安還算
不錯。極端份子在耶路撒冷使用人肉
炸彈的事件，過去十年來也非常少見
了。目前世界的局勢是：如果美國要
攻打敍利亞，敍利亞就會聯合伊朗攻
打以色列。中東國家的目標，是讓以
色列從地圖上消失。在一九六七年，
以色列軍攻到了聖殿山，隨軍的拉比
提議在聖殿山的清真寺上插國旗，有
人也提議把清真寺摧毀，當時領軍的
摩西．戴揚（Mose Dajan）將軍不
但不同意讓以色列把國旗插在清真寺
上面，甚至還把聖殿山的管理權交還
阿拉伯人，這是很特別的情形，是他
的政治智慧。至於聖殿要不要蓋，還
牽涉很多分歧的意見和利益關係。若
是聖殿蓋好了以後，只有亞倫的後裔
可以作祭司。但是目前以色列的拉比
人，只要有心願都可以就讀拉比學
校，一旦聖殿蓋起來、恢復祭祀之
後，拉比們就都要失業了，因此聖殿
的建造背後還有很多利益的考量。也
有些猶太人認爲，聖殿的建造是在神
的手中，不應該用人手的工作。

散發馨香見證

        活出新人實際 

 二Ｏ一二年末開始，同工們有很
多的交通都把負擔放在耶路撒冷，有
許多同工弟兄們一週三次在Skype上
為耶路撒冷禱告，我那時也在一同禱
告。李弟兄在四十多年前就有負擔，
在主來之前要興起在耶路撒冷的見
證，但是那裏一直以來都很難開展。
第一，那裏很難找到工作；第二，那
裏的人很不喜歡世俗的人過去；第
三，很難找到留下來的理由。而我在
禱告中跟主說，『若是主讓我去，我
很願意去。』我拿的是美國護照，辦
的是旅遊簽證，每三個月都要離境一
次。目前以色列總共有五處召會，有
二十位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三位來
自墨西哥去希伯來大學念書、三位從
美國過去、兩位是中國人在那裏當學
生、導遊張玲玲姊妹；另外還有兩位
從俄國移民來的猶太人、兩位從英國
來的猶太人，他們都是移民來的。我
們每一個人來到這裏都是付代價的，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聚集。耶
路撒冷有一個會所是聖徒奉獻出來
的。從七月二十一日開始擘餅，人數
越來越多，聚會是用英文和俄語，我
們的目標是三十個人。

在耶路撒冷的開展模式跟其他地
方很不同，因爲基本上那裏不能傳福
音。若是被人發現你傳福音，你就會
被政府驅逐出境；而且當地猶太人若
是改變信仰，也會被取消公民權。每
次聖徒們來這裏訪問，都會拿相機拍
照留念，我們會很緊張請大家刪除照
片，尤其千萬不可放在臉書（Face 

宗教氛圍濃瀰漫

       優越民族忠愛國

整個以色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
看，第一個部分就是耶路撒冷，而第
二個部分就是以色列；因為耶路撒冷
和以色列之間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
方。首先，耶路撒冷的人口結構是由
極端熱心猶太教的猶太人、極端熱心
回教的穆斯林、以及基督徒所組成
的；而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是一個由
較為世俗化的猶太人，包括無神論者
所聚集的地方。這兩地的猶太人，在
生活型態上有着極大的差異性。首
先，我們要認識猶太教（Judaism）
通常可分成極端猶太教（Extreme 
J u d a i s m ） 以 及 一 般 猶 太 教
（Normal Judaism）。在耶路撒冷
的猶太人是屬於極端猶太教徒，他們
謹守律法、會拿石頭丟人、不需要當
兵、並且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而依
猶太人的人口分佈來看，有百分之四
十是無神論者、百分之二十是極端熱
心的猶太教徒、剩下的則是一般的猶
太教徒。在以色列國建國的先驅中有
很多都是無神論者；熱心宗教的人都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那裏是他們宗
教的中心。其實在國際認知上，耶路
撒冷是屬於巴勒斯坦所有，而以色列
的首都在特拉維夫。但是以色列當局
將國會和政府設置在耶路撒冷，所以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雙方目前還在談
判，希望以色列能歸還耶路撒冷。但
是我們知道，這事不可能發生。

以色列這個國家雖然這麽小，許
多科技卻是世界頂尖的，譬如他們的
飛彈防禦系統，可以成功攔截百分之
九十五的飛彈，成本卻只有美國愛國

普遍的負擔。我們對這件事也有負
擔，然而我們是希望在那裏有一個真
正明亮的金燈臺發光照耀。今天如果
你到耶路撒冷舊城去看，你會發現一
個很大的房子叫Christ Church，那
是英國人在一百五十年前修建的。前
一陣子有一個修道士在那邊展覽我們
的書，隨後就出現很多謠言，說我們
是異端邪教，當地政府就把我們的書
撤掉了。後來我們在自己的會所擺
書，有一次正好有機會和那裏的一位
牧師喫飯，他剛好是那次撤書事件的
管理人員，我們和他解釋之後，誤會
就過去了，感謝主。

關於猶太人的特質，他們自己
說，若是有一百個猶太人來在一起，
會有一百零一個意見。他們對任何事
都非常有意見；雖然他們非常有意
見，但是他們不分裂。若是自己的國
家有危難，他們會不顧一切擺上自己
支援前線。另舉一個例子，若是有一
個猶太人和一個中國人要買東西，中
國人一定會挑最便宜的買；而猶太人
一定會買猶太人開的店，這就是他們
的民族性。另外，在歷史上猶太人飽
受欺凌，所以他們有非常的強烈的求
生意志，國家有危險的時候，他們會
不顧一切，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會為國
家投入戰爭。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個
中國人在美國教書，底下有兩個學生
都是以色列人，一個是猶太人、一個
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有戰爭的時
候，老師就問猶太學生說，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戰爭？猶太學生回答說，老
師，我要回國打仗了；當問到阿拉伯
學生的時候，他說，有很多人打仗，
也不差我這一個。

者飛彈的五分之一；他們農業技術世
界一流，可以在沙漠之地種植蔬菜輸
出給歐洲。然後他們在創新能力也非
常突出，在美國股票上市的科技公司
總數，超過所有歐洲國家公司的總
數。以色列總人口約八百萬人，男女
到十八歲時都要當兵。他們都很會生
育，有的年輕媽媽生了九個孩子。以
色列人口中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是阿
拉伯人，他們也是以色列公民、是另
一種類型的公民，有居留權，只是不
需要當兵。極端猶太教徒也不用當
兵。以色列人平均月收入大約是八千
九百舍克勒，約合美金兩千五百元，
台幣七萬五千元，當地物價非常高。
耶路撒冷不是一個經濟都市，而是一
個旅遊、宗教都市。人想拿到以色列
的居留權，就必須是一位猶太人。母
親是猶太人，孩子就自動是猶太人；
但是如果父親是猶太人，孩子就不一
定是猶太人；一個人若加入猶太教，
也就是猶太人，是猶太人就可以拿到
居留權。所以除了移民以外，取得學
生簽證、旅行簽證就成了待在以色列
的辦法。除了猶太公民可以長期居留
以外，其他的外人差不多五年左右就
會被政府請走，不大可能有長期居留
的機會。除非有以色列公司要僱用
你，否則你很難拿到工作簽證。台北
市召會二會所有一位弟兄，目前在特
拉維夫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另外十九
會所有一位彭弟兄，得到一個為期一
年客座教授的機會，今年十二月會過
去以色列。

全世界有很多基督徒前往以色
列，他們滿有熱心、財力、留在以色
列甚至願意放棄原本安逸的生活，因
爲回歸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天主教徒

以色列開展概況

大約在二ＯＯ一年間，一批從蘇
俄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聖徒發出呼
聲，希望有人能到以色列供應他們。
因此陸續有弟兄們接受交通，從世界
各地移民到以色列。第一位過去的是
猶太裔的Jackson弟兄，他曾經參加
過 台 北 全 時 間 訓 練 （ F u l l － T i m e 
Training in Taipei，FTTT），而我則
是在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份到了耶路撒
冷一起配搭。以色列福音工作的開
始，主要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城市，
在特拉維夫（Tel Aviv－Yafo）、內
坦 亞 （ N e t a n y a ） 、 以 及 海 法
（Haifa）這幾個城市以及其他周邊
的小城市實行召會生活，這是因為地
中海沿岸的就業機會較多；相對來
說，耶路撒冷是一個宗教的都市，就
業機會很少。耶路撒冷有很多人都是
戴着黑帽子、留着長鬢角的宗教徒，
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卻很少看到這
樣的情形。在二Ｏ一三年起，以色列
的工作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一年我
們從以色列的各個城市聚集到耶路撒
冷，希望在那裏興起一個明亮的見
證。從前耶路撒冷城分成東耶路撒冷
和西耶路撒冷兩部分，東耶路撒冷是
所謂的舊城，裏面包含聖殿山，但是
在六、七零年代的時候兩部份合併
了，新的耶路撒冷城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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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帶人呼求主並不像平
常我們在校園帶人一樣，人一呼求就
感覺好喜樂、虛空人生變詩歌，在這
裏是要付代價的。之前有一位聖徒牧
養在特拉維夫大學的猶太學生，後來
他摸着了主，有一天他決定呼求主
名，之後他大哭一場之後就不再聚會
了，因為他衡量了整個代價，覺得真
是太沉重了。這實在是不容易。

現在我們有二十位聖徒，有十位
擁有公民權，十位是學生。這二十位
弟兄姊妹都是藉着禱告，由外地移民
來的。我們真正的希望是在我們中間
有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外邦人一同
聚集，這也是我們的禱告。雖然這裏
不能在路上發福音單張接觸人，否則
會引起騷動，但是我們就是相信一個
新人的見證能征服人，藉着弟兄姊妹
的相愛摸着人，召會生活顯出一個新
人的見證，人就要受到吸引。若是你
想要用外面的道理去摸着人，你比猶
太教徒還差的遠呢！在耶路撒冷的猶
太人和阿拉伯人，大部分都比參加全
時間訓練的學員還要虔誠，到了所有
該定時讀經、禱告的時間，他們馬上
停下事情來作。但是他們所作的都是
空的。從耶穌那時候就說了，這不過
是粉飾的牆。

在耶路撒冷有一所很好的大學，
希伯來大學，到目前為止出過六位諾
貝爾獎得主，我希望參加過全時間訓
練的學員們都可以來這裏念大學。即
便如此，你若是在那裏念碩博士，
五、六年之後他們也會要你離開。外
國人不容易留下來，但是藉着不斷的
有人去，當地的見證就被加強了。如
果年輕的弟兄姐妹願意去以色列，不

Book）上面。當地人若是被證明參
加基督教活動將會被取消公民權並驅
逐出境。附帶一提，猶太教基本上不
外傳，大多由家庭傳承下來。所以他
們對於家族中有人岔出去是看得很嚴
重的。第一，一個新的公民（五年之
內）若岔出去，將會被取消公民權，
也就是被趕出會堂；然後會為全家族
帶來醜名、惡名，整個社交生活就完
全沒有了。所以聖徒們到以色列開展
都相當不容易。在這裏，我們不能抱
持着傳統的觀念來開展。譬如說，我
能在台灣鄉鎮一下子帶二十個人得
救；但是在耶路撒冷這是不可能的
事，因為這裏連傳福音都不被允許。
我們在召會生活傳福音的操練、所裝
備的技巧在那邊都用不上，我們所能
作的只能禱告和活在靈裏，操練作一
個新人的見證。

余潔麟弟兄要求我們每一個去以
色列的人都要讀倪柝聲弟兄在初信造
就裏放棄區別的信息，其中包括背
景、文化、教育、社會階層、職業等
等，都要操練放下，因為在耶路撒冷
那裏有俄國來的猶太人、亞美尼亞
人、墨西哥人、美國人、台灣人。那
麼多人來在一起就要操練一個新人的
見證，操練放下區別，召會生活就是
從零開始。我們所說的新人，第一，
一定要有猶太人；第二，一定要有外
邦人，還有阿拉伯人。當這些人來在
一起還能一同過生活，這樣一實行出
來，人就會受吸引。以色列政府允許
有聚會，但是需要登記，因爲政府要
確定聚會當中不會向其他人傳福音。
所以，只要不跟別人傳福音就可以
了。以色列對於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所以纔會有無神論者。

管是去讀書，還是爲着召會生活，都
能開拓視野，這是非常值得的。耶路
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
擇，語言上沒有太大的限制，也可以
選擇輕鬆一點的科系。希伯來大學的
學費約為兩萬四千美金一年，比美國
的學校便宜很多。

  我們相信，要作以色列的福音工
作，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文字工作，
但還有很多點需要突破。第一，那邊
使用希伯來文，但是在我們中間比較
缺少合格的繙譯者；第二，是繙譯書
籍需要成本，並且需要到達一定的數
量。畢竟世界上使用希伯來文的只有
以色列，並且不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也
不說希伯來文。全世界的猶太人有一
千三百萬左右，其中只有六七百萬人
使用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原本是一個
死掉的語言，只不過近一百年左右纔
開始恢復使用。

出宗教營外 幔內過生活

我們依然希望有更多本地人被主
得着，但是除了禱告以外，我們不知
道有甚麼路可以開展。在全時間訓練
所受的傳福音訓練，在耶路撒冷行不
通，本地人的邏輯是完全不同，新約
是不被承認的。你若是跟人講耶穌，
他們認爲耶穌不過是一個猶太人，不
是神的兒子，你還能跟猶太人講甚
麼？比方說，你講耶穌真愛你，他就
問，『你說耶穌是誰？』你說耶穌是
神，他就跟你說，『聖經裏面十誡講
得清清楚楚，神只有一位。』若是你
說耶穌是神的兒子，所以祂也是神，
他就會回答你說，『不、不，只有一
位神』。若是你說舊約聖經中有好多
地方講到耶穌，比方以賽亞書說像羊

被牽到宰殺之地，是指基督說的。他
就會回答你說，『不、不，這是指以
色列人幾千年被迫害、被大屠殺說
的。』這些人對於聖經都有一套自己
的邏輯、系統，若是你沒有萬全的準
備，如何去傳呢？

使徒保羅可不一樣，他太厲害
了。但是就算是使徒保羅，他終究還
是受了宗教氣氛的影響。在使徒行傳
裏，當雅各跟他說，『在這裏有數萬
人為律法熱心，你不能彀忽畧他們，
你現在所作的是得罪他們。』當保羅
到殿裏獻祭去，神的手就進來興起暴
動阻止他。你看，就算一個人異象那
麼清楚，在那樣的環境中還是會受到
影響。在耶路撒冷裏，彌漫着一股超
級、無比、濃厚的宗教氣氛，壓力甚
重。當我離開耶路撒冷就覺得很舒
服。難怪主耶穌要帶門徒出耶路撒
冷，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纔啟
示出祂自己。

耶路撒冷曾是聖經中的第一個召
會，曾經很興旺，但是主的手進來讓
整個召會被拆毀。主希望耶路撒冷召
會能彀恢復到最早使徒們那時候純淨
的光景，因為後來那裏毫無疑問的有
了攙雜。猶太教的影響確實攙雜進
去，我們去讀行傳就會曉得。今天在
以色列，所謂的基督徒並不稱作基督
徒，而是叫信徒（Believers），因為
基督徒在那裏是一個臭名。卽使如
此，這些信徒也是把舊約的實行混合
着新約的信仰一起來作，注重舊約安
息日、割禮、守律法，但是他們的說
法是，『我向着甚麼人就作甚麼人，
若是我不這樣作的話，整個猶太人的
門就會關掉了。』毫無疑問的，這的

確是一種攙雜的情形。

可能你會想說，不如去接觸那百
分之四十的無神論者罷。當然可以，
一個人如果入籍的時候是無神論者，
你可以低調一點接觸他，但是不要明
講你是基督徒，否則你就是在挑戰法
律，不過這也是很難。有一次我接觸
到一個九十歲的猶太老人，他去游泳
常帶着兩個手機，一個是他的、一個
是他太太的。他太太已經死了，所以
他一直保留他太太的手機，為着要聽
到她的聲音。有一回他太太的手機不
小心掉到水裏了，他很難過，於是我
們就幫他修理好了，他非常的感激我
們。我們很自然地就談到福音，然後
他說他不相信有神，他說，『因為如
果你和我一樣在集中營待過，你就不
可能相信有神。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
理 由 能 彀 解 釋 這 件 事 為 甚 麼 會 發
生。』所以所謂的無神論者也有一個
信仰，就是無神、不可能有神。猶太
人從古至今被殺掉太多，並且很多都
是基督徒殺的。在中世紀有好幾次十
字軍，殺了成堆的猶太人。後來在大
屠殺的時候，基督徒也保持中立，不
吭一聲，連史達林都自稱是基督徒。
於是我只能跟他說耶穌愛你，神剛好
把我安排在你旁邊、我又剛好懂得修
手機，你不覺得這是有一個安排麼？

爭戰禱告走窄路

      新人見證得加強

今年十月，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
訓練壯年班的弟兄姐妹他們來以色列
兩個月，我負責安排他們的生活。我
們跟他們講，第一就是絕對不能傳福
音，不能上街頭發單張，否則絕對引

起騷動。因為你若是在那裏發福音單
張，你根本不知道要傳甚麼。沒有被
訓練過、沒有被教過，要講甚麼呢？
他們去耶路撒冷是他們自己要去的，
我們需要配上許多服事。但是他們來
了，在這裏過召會生活，確實加強了
主在這裏的見證。耶路撒冷從古至今
就是一個旅客的都市，或許有的人只
去幾週、幾年，但是無論如何，這樣
子的去對於耶路撒冷的召會來說都是
一個加強。

第二，起碼在那裏多了三十人在
禱告，向着耶路撒冷、為着全地、主
的恢復禱告；第三，他們會一同的追
求；第四，他們也會去那裏接觸人。
接觸人是可以的，但是傳福音是絕對
不可以的。在這裏絕對不可能兩三下
就帶一個人受浸，而需要花很多的時
間來陪。法律雖然規定不可以在街頭
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傳福音，但是可以
把人請到家裏頭講。人若是到了你的
家，就不算是陌生人，你就可以跟他
講一些話。

代禱事項

* 盼望各地有更多聖徒來以色列短期
居留、訪問或相調，加強當地一個
新人的見證。

* 鼓勵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畢業
學員能來以色列讀書，與當地聖徒
一同生活，帶進一個新人的實際。

* 為當地召會的花費以及聖徒財務的
需要，有更多記念與擺上。

* 為全地主的恢復中有權利回歸以色
列的聖徒，願意出代價回到以色列
長期居留，一同有分於主的恢復在
以色列的見證與行動。



耶路撒冷召會的會所和以後相調
中心的地點將會在市中心。耶路撒冷
市中心約有八十萬人，全城到處都是
荷槍實彈的男女士兵，城中治安還算
不錯。極端份子在耶路撒冷使用人肉
炸彈的事件，過去十年來也非常少見
了。目前世界的局勢是：如果美國要
攻打敍利亞，敍利亞就會聯合伊朗攻
打以色列。中東國家的目標，是讓以
色列從地圖上消失。在一九六七年，
以色列軍攻到了聖殿山，隨軍的拉比
提議在聖殿山的清真寺上插國旗，有
人也提議把清真寺摧毀，當時領軍的
摩西．戴揚（Mose Dajan）將軍不
但不同意讓以色列把國旗插在清真寺
上面，甚至還把聖殿山的管理權交還
阿拉伯人，這是很特別的情形，是他
的政治智慧。至於聖殿要不要蓋，還
牽涉很多分歧的意見和利益關係。若
是聖殿蓋好了以後，只有亞倫的後裔
可以作祭司。但是目前以色列的拉比
人，只要有心願都可以就讀拉比學
校，一旦聖殿蓋起來、恢復祭祀之
後，拉比們就都要失業了，因此聖殿
的建造背後還有很多利益的考量。也
有些猶太人認爲，聖殿的建造是在神
的手中，不應該用人手的工作。

散發馨香見證

        活出新人實際 

 二Ｏ一二年末開始，同工們有很
多的交通都把負擔放在耶路撒冷，有
許多同工弟兄們一週三次在Skype上
為耶路撒冷禱告，我那時也在一同禱
告。李弟兄在四十多年前就有負擔，
在主來之前要興起在耶路撒冷的見
證，但是那裏一直以來都很難開展。
第一，那裏很難找到工作；第二，那
裏的人很不喜歡世俗的人過去；第
三，很難找到留下來的理由。而我在
禱告中跟主說，『若是主讓我去，我
很願意去。』我拿的是美國護照，辦
的是旅遊簽證，每三個月都要離境一
次。目前以色列總共有五處召會，有
二十位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三位來
自墨西哥去希伯來大學念書、三位從
美國過去、兩位是中國人在那裏當學
生、導遊張玲玲姊妹；另外還有兩位
從俄國移民來的猶太人、兩位從英國
來的猶太人，他們都是移民來的。我
們每一個人來到這裏都是付代價的，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聚集。耶
路撒冷有一個會所是聖徒奉獻出來
的。從七月二十一日開始擘餅，人數
越來越多，聚會是用英文和俄語，我
們的目標是三十個人。

在耶路撒冷的開展模式跟其他地
方很不同，因爲基本上那裏不能傳福
音。若是被人發現你傳福音，你就會
被政府驅逐出境；而且當地猶太人若
是改變信仰，也會被取消公民權。每
次聖徒們來這裏訪問，都會拿相機拍
照留念，我們會很緊張請大家刪除照
片，尤其千萬不可放在臉書（Face 

宗教氛圍濃瀰漫

       優越民族忠愛國

整個以色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
看，第一個部分就是耶路撒冷，而第
二個部分就是以色列；因為耶路撒冷
和以色列之間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
方。首先，耶路撒冷的人口結構是由
極端熱心猶太教的猶太人、極端熱心
回教的穆斯林、以及基督徒所組成
的；而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是一個由
較為世俗化的猶太人，包括無神論者
所聚集的地方。這兩地的猶太人，在
生活型態上有着極大的差異性。首
先，我們要認識猶太教（Judaism）
通常可分成極端猶太教（Extreme 
J u d a i s m ） 以 及 一 般 猶 太 教
（Normal Judaism）。在耶路撒冷
的猶太人是屬於極端猶太教徒，他們
謹守律法、會拿石頭丟人、不需要當
兵、並且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而依
猶太人的人口分佈來看，有百分之四
十是無神論者、百分之二十是極端熱
心的猶太教徒、剩下的則是一般的猶
太教徒。在以色列國建國的先驅中有
很多都是無神論者；熱心宗教的人都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那裏是他們宗
教的中心。其實在國際認知上，耶路
撒冷是屬於巴勒斯坦所有，而以色列
的首都在特拉維夫。但是以色列當局
將國會和政府設置在耶路撒冷，所以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雙方目前還在談
判，希望以色列能歸還耶路撒冷。但
是我們知道，這事不可能發生。

以色列這個國家雖然這麽小，許
多科技卻是世界頂尖的，譬如他們的
飛彈防禦系統，可以成功攔截百分之
九十五的飛彈，成本卻只有美國愛國

普遍的負擔。我們對這件事也有負
擔，然而我們是希望在那裏有一個真
正明亮的金燈臺發光照耀。今天如果
你到耶路撒冷舊城去看，你會發現一
個很大的房子叫Christ Church，那
是英國人在一百五十年前修建的。前
一陣子有一個修道士在那邊展覽我們
的書，隨後就出現很多謠言，說我們
是異端邪教，當地政府就把我們的書
撤掉了。後來我們在自己的會所擺
書，有一次正好有機會和那裏的一位
牧師喫飯，他剛好是那次撤書事件的
管理人員，我們和他解釋之後，誤會
就過去了，感謝主。

關於猶太人的特質，他們自己
說，若是有一百個猶太人來在一起，
會有一百零一個意見。他們對任何事
都非常有意見；雖然他們非常有意
見，但是他們不分裂。若是自己的國
家有危難，他們會不顧一切擺上自己
支援前線。另舉一個例子，若是有一
個猶太人和一個中國人要買東西，中
國人一定會挑最便宜的買；而猶太人
一定會買猶太人開的店，這就是他們
的民族性。另外，在歷史上猶太人飽
受欺凌，所以他們有非常的強烈的求
生意志，國家有危險的時候，他們會
不顧一切，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會為國
家投入戰爭。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個
中國人在美國教書，底下有兩個學生
都是以色列人，一個是猶太人、一個
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有戰爭的時
候，老師就問猶太學生說，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戰爭？猶太學生回答說，老
師，我要回國打仗了；當問到阿拉伯
學生的時候，他說，有很多人打仗，
也不差我這一個。

者飛彈的五分之一；他們農業技術世
界一流，可以在沙漠之地種植蔬菜輸
出給歐洲。然後他們在創新能力也非
常突出，在美國股票上市的科技公司
總數，超過所有歐洲國家公司的總
數。以色列總人口約八百萬人，男女
到十八歲時都要當兵。他們都很會生
育，有的年輕媽媽生了九個孩子。以
色列人口中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是阿
拉伯人，他們也是以色列公民、是另
一種類型的公民，有居留權，只是不
需要當兵。極端猶太教徒也不用當
兵。以色列人平均月收入大約是八千
九百舍克勒，約合美金兩千五百元，
台幣七萬五千元，當地物價非常高。
耶路撒冷不是一個經濟都市，而是一
個旅遊、宗教都市。人想拿到以色列
的居留權，就必須是一位猶太人。母
親是猶太人，孩子就自動是猶太人；
但是如果父親是猶太人，孩子就不一
定是猶太人；一個人若加入猶太教，
也就是猶太人，是猶太人就可以拿到
居留權。所以除了移民以外，取得學
生簽證、旅行簽證就成了待在以色列
的辦法。除了猶太公民可以長期居留
以外，其他的外人差不多五年左右就
會被政府請走，不大可能有長期居留
的機會。除非有以色列公司要僱用
你，否則你很難拿到工作簽證。台北
市召會二會所有一位弟兄，目前在特
拉維夫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另外十九
會所有一位彭弟兄，得到一個為期一
年客座教授的機會，今年十二月會過
去以色列。

全世界有很多基督徒前往以色
列，他們滿有熱心、財力、留在以色
列甚至願意放棄原本安逸的生活，因
爲回歸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天主教徒

以色列開展概況

大約在二ＯＯ一年間，一批從蘇
俄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聖徒發出呼
聲，希望有人能到以色列供應他們。
因此陸續有弟兄們接受交通，從世界
各地移民到以色列。第一位過去的是
猶太裔的Jackson弟兄，他曾經參加
過 台 北 全 時 間 訓 練 （ F u l l － T i m e 
Training in Taipei，FTTT），而我則
是在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份到了耶路撒
冷一起配搭。以色列福音工作的開
始，主要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城市，
在特拉維夫（Tel Aviv－Yafo）、內
坦 亞 （ N e t a n y a ） 、 以 及 海 法
（Haifa）這幾個城市以及其他周邊
的小城市實行召會生活，這是因為地
中海沿岸的就業機會較多；相對來
說，耶路撒冷是一個宗教的都市，就
業機會很少。耶路撒冷有很多人都是
戴着黑帽子、留着長鬢角的宗教徒，
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卻很少看到這
樣的情形。在二Ｏ一三年起，以色列
的工作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一年我
們從以色列的各個城市聚集到耶路撒
冷，希望在那裏興起一個明亮的見
證。從前耶路撒冷城分成東耶路撒冷
和西耶路撒冷兩部分，東耶路撒冷是
所謂的舊城，裏面包含聖殿山，但是
在六、七零年代的時候兩部份合併
了，新的耶路撒冷城越來越大。

在以色列，帶人呼求主並不像平
常我們在校園帶人一樣，人一呼求就
感覺好喜樂、虛空人生變詩歌，在這
裏是要付代價的。之前有一位聖徒牧
養在特拉維夫大學的猶太學生，後來
他摸着了主，有一天他決定呼求主
名，之後他大哭一場之後就不再聚會
了，因為他衡量了整個代價，覺得真
是太沉重了。這實在是不容易。

現在我們有二十位聖徒，有十位
擁有公民權，十位是學生。這二十位
弟兄姊妹都是藉着禱告，由外地移民
來的。我們真正的希望是在我們中間
有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外邦人一同
聚集，這也是我們的禱告。雖然這裏
不能在路上發福音單張接觸人，否則
會引起騷動，但是我們就是相信一個
新人的見證能征服人，藉着弟兄姊妹
的相愛摸着人，召會生活顯出一個新
人的見證，人就要受到吸引。若是你
想要用外面的道理去摸着人，你比猶
太教徒還差的遠呢！在耶路撒冷的猶
太人和阿拉伯人，大部分都比參加全
時間訓練的學員還要虔誠，到了所有
該定時讀經、禱告的時間，他們馬上
停下事情來作。但是他們所作的都是
空的。從耶穌那時候就說了，這不過
是粉飾的牆。

在耶路撒冷有一所很好的大學，
希伯來大學，到目前為止出過六位諾
貝爾獎得主，我希望參加過全時間訓
練的學員們都可以來這裏念大學。即
便如此，你若是在那裏念碩博士，
五、六年之後他們也會要你離開。外
國人不容易留下來，但是藉着不斷的
有人去，當地的見證就被加強了。如
果年輕的弟兄姐妹願意去以色列，不

Book）上面。當地人若是被證明參
加基督教活動將會被取消公民權並驅
逐出境。附帶一提，猶太教基本上不
外傳，大多由家庭傳承下來。所以他
們對於家族中有人岔出去是看得很嚴
重的。第一，一個新的公民（五年之
內）若岔出去，將會被取消公民權，
也就是被趕出會堂；然後會為全家族
帶來醜名、惡名，整個社交生活就完
全沒有了。所以聖徒們到以色列開展
都相當不容易。在這裏，我們不能抱
持着傳統的觀念來開展。譬如說，我
能在台灣鄉鎮一下子帶二十個人得
救；但是在耶路撒冷這是不可能的
事，因為這裏連傳福音都不被允許。
我們在召會生活傳福音的操練、所裝
備的技巧在那邊都用不上，我們所能
作的只能禱告和活在靈裏，操練作一
個新人的見證。

余潔麟弟兄要求我們每一個去以
色列的人都要讀倪柝聲弟兄在初信造
就裏放棄區別的信息，其中包括背
景、文化、教育、社會階層、職業等
等，都要操練放下，因為在耶路撒冷
那裏有俄國來的猶太人、亞美尼亞
人、墨西哥人、美國人、台灣人。那
麼多人來在一起就要操練一個新人的
見證，操練放下區別，召會生活就是
從零開始。我們所說的新人，第一，
一定要有猶太人；第二，一定要有外
邦人，還有阿拉伯人。當這些人來在
一起還能一同過生活，這樣一實行出
來，人就會受吸引。以色列政府允許
有聚會，但是需要登記，因爲政府要
確定聚會當中不會向其他人傳福音。
所以，只要不跟別人傳福音就可以
了。以色列對於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所以纔會有無神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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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是去讀書，還是爲着召會生活，都
能開拓視野，這是非常值得的。耶路
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
擇，語言上沒有太大的限制，也可以
選擇輕鬆一點的科系。希伯來大學的
學費約為兩萬四千美金一年，比美國
的學校便宜很多。

  我們相信，要作以色列的福音工
作，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文字工作，
但還有很多點需要突破。第一，那邊
使用希伯來文，但是在我們中間比較
缺少合格的繙譯者；第二，是繙譯書
籍需要成本，並且需要到達一定的數
量。畢竟世界上使用希伯來文的只有
以色列，並且不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也
不說希伯來文。全世界的猶太人有一
千三百萬左右，其中只有六七百萬人
使用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原本是一個
死掉的語言，只不過近一百年左右纔
開始恢復使用。

出宗教營外 幔內過生活

我們依然希望有更多本地人被主
得着，但是除了禱告以外，我們不知
道有甚麼路可以開展。在全時間訓練
所受的傳福音訓練，在耶路撒冷行不
通，本地人的邏輯是完全不同，新約
是不被承認的。你若是跟人講耶穌，
他們認爲耶穌不過是一個猶太人，不
是神的兒子，你還能跟猶太人講甚
麼？比方說，你講耶穌真愛你，他就
問，『你說耶穌是誰？』你說耶穌是
神，他就跟你說，『聖經裏面十誡講
得清清楚楚，神只有一位。』若是你
說耶穌是神的兒子，所以祂也是神，
他就會回答你說，『不、不，只有一
位神』。若是你說舊約聖經中有好多
地方講到耶穌，比方以賽亞書說像羊

被牽到宰殺之地，是指基督說的。他
就會回答你說，『不、不，這是指以
色列人幾千年被迫害、被大屠殺說
的。』這些人對於聖經都有一套自己
的邏輯、系統，若是你沒有萬全的準
備，如何去傳呢？

使徒保羅可不一樣，他太厲害
了。但是就算是使徒保羅，他終究還
是受了宗教氣氛的影響。在使徒行傳
裏，當雅各跟他說，『在這裏有數萬
人為律法熱心，你不能彀忽畧他們，
你現在所作的是得罪他們。』當保羅
到殿裏獻祭去，神的手就進來興起暴
動阻止他。你看，就算一個人異象那
麼清楚，在那樣的環境中還是會受到
影響。在耶路撒冷裏，彌漫着一股超
級、無比、濃厚的宗教氣氛，壓力甚
重。當我離開耶路撒冷就覺得很舒
服。難怪主耶穌要帶門徒出耶路撒
冷，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纔啟
示出祂自己。

耶路撒冷曾是聖經中的第一個召
會，曾經很興旺，但是主的手進來讓
整個召會被拆毀。主希望耶路撒冷召
會能彀恢復到最早使徒們那時候純淨
的光景，因為後來那裏毫無疑問的有
了攙雜。猶太教的影響確實攙雜進
去，我們去讀行傳就會曉得。今天在
以色列，所謂的基督徒並不稱作基督
徒，而是叫信徒（Believers），因為
基督徒在那裏是一個臭名。卽使如
此，這些信徒也是把舊約的實行混合
着新約的信仰一起來作，注重舊約安
息日、割禮、守律法，但是他們的說
法是，『我向着甚麼人就作甚麼人，
若是我不這樣作的話，整個猶太人的
門就會關掉了。』毫無疑問的，這的

確是一種攙雜的情形。

可能你會想說，不如去接觸那百
分之四十的無神論者罷。當然可以，
一個人如果入籍的時候是無神論者，
你可以低調一點接觸他，但是不要明
講你是基督徒，否則你就是在挑戰法
律，不過這也是很難。有一次我接觸
到一個九十歲的猶太老人，他去游泳
常帶着兩個手機，一個是他的、一個
是他太太的。他太太已經死了，所以
他一直保留他太太的手機，為着要聽
到她的聲音。有一回他太太的手機不
小心掉到水裏了，他很難過，於是我
們就幫他修理好了，他非常的感激我
們。我們很自然地就談到福音，然後
他說他不相信有神，他說，『因為如
果你和我一樣在集中營待過，你就不
可能相信有神。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
理 由 能 彀 解 釋 這 件 事 為 甚 麼 會 發
生。』所以所謂的無神論者也有一個
信仰，就是無神、不可能有神。猶太
人從古至今被殺掉太多，並且很多都
是基督徒殺的。在中世紀有好幾次十
字軍，殺了成堆的猶太人。後來在大
屠殺的時候，基督徒也保持中立，不
吭一聲，連史達林都自稱是基督徒。
於是我只能跟他說耶穌愛你，神剛好
把我安排在你旁邊、我又剛好懂得修
手機，你不覺得這是有一個安排麼？

爭戰禱告走窄路

      新人見證得加強

今年十月，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
訓練壯年班的弟兄姐妹他們來以色列
兩個月，我負責安排他們的生活。我
們跟他們講，第一就是絕對不能傳福
音，不能上街頭發單張，否則絕對引

起騷動。因為你若是在那裏發福音單
張，你根本不知道要傳甚麼。沒有被
訓練過、沒有被教過，要講甚麼呢？
他們去耶路撒冷是他們自己要去的，
我們需要配上許多服事。但是他們來
了，在這裏過召會生活，確實加強了
主在這裏的見證。耶路撒冷從古至今
就是一個旅客的都市，或許有的人只
去幾週、幾年，但是無論如何，這樣
子的去對於耶路撒冷的召會來說都是
一個加強。

第二，起碼在那裏多了三十人在
禱告，向着耶路撒冷、為着全地、主
的恢復禱告；第三，他們會一同的追
求；第四，他們也會去那裏接觸人。
接觸人是可以的，但是傳福音是絕對
不可以的。在這裏絕對不可能兩三下
就帶一個人受浸，而需要花很多的時
間來陪。法律雖然規定不可以在街頭
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傳福音，但是可以
把人請到家裏頭講。人若是到了你的
家，就不算是陌生人，你就可以跟他
講一些話。

代禱事項

* 盼望各地有更多聖徒來以色列短期
居留、訪問或相調，加強當地一個
新人的見證。

* 鼓勵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畢業
學員能來以色列讀書，與當地聖徒
一同生活，帶進一個新人的實際。

* 為當地召會的花費以及聖徒財務的
需要，有更多記念與擺上。

* 為全地主的恢復中有權利回歸以色
列的聖徒，願意出代價回到以色列
長期居留，一同有分於主的恢復在
以色列的見證與行動。



耶路撒冷召會的會所和以後相調
中心的地點將會在市中心。耶路撒冷
市中心約有八十萬人，全城到處都是
荷槍實彈的男女士兵，城中治安還算
不錯。極端份子在耶路撒冷使用人肉
炸彈的事件，過去十年來也非常少見
了。目前世界的局勢是：如果美國要
攻打敍利亞，敍利亞就會聯合伊朗攻
打以色列。中東國家的目標，是讓以
色列從地圖上消失。在一九六七年，
以色列軍攻到了聖殿山，隨軍的拉比
提議在聖殿山的清真寺上插國旗，有
人也提議把清真寺摧毀，當時領軍的
摩西．戴揚（Mose Dajan）將軍不
但不同意讓以色列把國旗插在清真寺
上面，甚至還把聖殿山的管理權交還
阿拉伯人，這是很特別的情形，是他
的政治智慧。至於聖殿要不要蓋，還
牽涉很多分歧的意見和利益關係。若
是聖殿蓋好了以後，只有亞倫的後裔
可以作祭司。但是目前以色列的拉比
人，只要有心願都可以就讀拉比學
校，一旦聖殿蓋起來、恢復祭祀之
後，拉比們就都要失業了，因此聖殿
的建造背後還有很多利益的考量。也
有些猶太人認爲，聖殿的建造是在神
的手中，不應該用人手的工作。

散發馨香見證

        活出新人實際 

 二Ｏ一二年末開始，同工們有很
多的交通都把負擔放在耶路撒冷，有
許多同工弟兄們一週三次在Skype上
為耶路撒冷禱告，我那時也在一同禱
告。李弟兄在四十多年前就有負擔，
在主來之前要興起在耶路撒冷的見
證，但是那裏一直以來都很難開展。
第一，那裏很難找到工作；第二，那
裏的人很不喜歡世俗的人過去；第
三，很難找到留下來的理由。而我在
禱告中跟主說，『若是主讓我去，我
很願意去。』我拿的是美國護照，辦
的是旅遊簽證，每三個月都要離境一
次。目前以色列總共有五處召會，有
二十位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三位來
自墨西哥去希伯來大學念書、三位從
美國過去、兩位是中國人在那裏當學
生、導遊張玲玲姊妹；另外還有兩位
從俄國移民來的猶太人、兩位從英國
來的猶太人，他們都是移民來的。我
們每一個人來到這裏都是付代價的，
所以我們非常珍惜每一次的聚集。耶
路撒冷有一個會所是聖徒奉獻出來
的。從七月二十一日開始擘餅，人數
越來越多，聚會是用英文和俄語，我
們的目標是三十個人。

在耶路撒冷的開展模式跟其他地
方很不同，因爲基本上那裏不能傳福
音。若是被人發現你傳福音，你就會
被政府驅逐出境；而且當地猶太人若
是改變信仰，也會被取消公民權。每
次聖徒們來這裏訪問，都會拿相機拍
照留念，我們會很緊張請大家刪除照
片，尤其千萬不可放在臉書（Face 

宗教氛圍濃瀰漫

       優越民族忠愛國

整個以色列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
看，第一個部分就是耶路撒冷，而第
二個部分就是以色列；因為耶路撒冷
和以色列之間有許多大不相同的地
方。首先，耶路撒冷的人口結構是由
極端熱心猶太教的猶太人、極端熱心
回教的穆斯林、以及基督徒所組成
的；而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區是一個由
較為世俗化的猶太人，包括無神論者
所聚集的地方。這兩地的猶太人，在
生活型態上有着極大的差異性。首
先，我們要認識猶太教（Judaism）
通常可分成極端猶太教（Extreme 
J u d a i s m ） 以 及 一 般 猶 太 教
（Normal Judaism）。在耶路撒冷
的猶太人是屬於極端猶太教徒，他們
謹守律法、會拿石頭丟人、不需要當
兵、並且全部集中在耶路撒冷。而依
猶太人的人口分佈來看，有百分之四
十是無神論者、百分之二十是極端熱
心的猶太教徒、剩下的則是一般的猶
太教徒。在以色列國建國的先驅中有
很多都是無神論者；熱心宗教的人都
在耶路撒冷的聖殿山，那裏是他們宗
教的中心。其實在國際認知上，耶路
撒冷是屬於巴勒斯坦所有，而以色列
的首都在特拉維夫。但是以色列當局
將國會和政府設置在耶路撒冷，所以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雙方目前還在談
判，希望以色列能歸還耶路撒冷。但
是我們知道，這事不可能發生。

以色列這個國家雖然這麽小，許
多科技卻是世界頂尖的，譬如他們的
飛彈防禦系統，可以成功攔截百分之
九十五的飛彈，成本卻只有美國愛國

普遍的負擔。我們對這件事也有負
擔，然而我們是希望在那裏有一個真
正明亮的金燈臺發光照耀。今天如果
你到耶路撒冷舊城去看，你會發現一
個很大的房子叫Christ Church，那
是英國人在一百五十年前修建的。前
一陣子有一個修道士在那邊展覽我們
的書，隨後就出現很多謠言，說我們
是異端邪教，當地政府就把我們的書
撤掉了。後來我們在自己的會所擺
書，有一次正好有機會和那裏的一位
牧師喫飯，他剛好是那次撤書事件的
管理人員，我們和他解釋之後，誤會
就過去了，感謝主。

關於猶太人的特質，他們自己
說，若是有一百個猶太人來在一起，
會有一百零一個意見。他們對任何事
都非常有意見；雖然他們非常有意
見，但是他們不分裂。若是自己的國
家有危難，他們會不顧一切擺上自己
支援前線。另舉一個例子，若是有一
個猶太人和一個中國人要買東西，中
國人一定會挑最便宜的買；而猶太人
一定會買猶太人開的店，這就是他們
的民族性。另外，在歷史上猶太人飽
受欺凌，所以他們有非常的強烈的求
生意志，國家有危險的時候，他們會
不顧一切，全世界的猶太人都會為國
家投入戰爭。還有一個故事，有一個
中國人在美國教書，底下有兩個學生
都是以色列人，一個是猶太人、一個
是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有戰爭的時
候，老師就問猶太學生說，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戰爭？猶太學生回答說，老
師，我要回國打仗了；當問到阿拉伯
學生的時候，他說，有很多人打仗，
也不差我這一個。

者飛彈的五分之一；他們農業技術世
界一流，可以在沙漠之地種植蔬菜輸
出給歐洲。然後他們在創新能力也非
常突出，在美國股票上市的科技公司
總數，超過所有歐洲國家公司的總
數。以色列總人口約八百萬人，男女
到十八歲時都要當兵。他們都很會生
育，有的年輕媽媽生了九個孩子。以
色列人口中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是阿
拉伯人，他們也是以色列公民、是另
一種類型的公民，有居留權，只是不
需要當兵。極端猶太教徒也不用當
兵。以色列人平均月收入大約是八千
九百舍克勒，約合美金兩千五百元，
台幣七萬五千元，當地物價非常高。
耶路撒冷不是一個經濟都市，而是一
個旅遊、宗教都市。人想拿到以色列
的居留權，就必須是一位猶太人。母
親是猶太人，孩子就自動是猶太人；
但是如果父親是猶太人，孩子就不一
定是猶太人；一個人若加入猶太教，
也就是猶太人，是猶太人就可以拿到
居留權。所以除了移民以外，取得學
生簽證、旅行簽證就成了待在以色列
的辦法。除了猶太公民可以長期居留
以外，其他的外人差不多五年左右就
會被政府請走，不大可能有長期居留
的機會。除非有以色列公司要僱用
你，否則你很難拿到工作簽證。台北
市召會二會所有一位弟兄，目前在特
拉維夫大學作博士後研究；另外十九
會所有一位彭弟兄，得到一個為期一
年客座教授的機會，今年十二月會過
去以色列。

全世界有很多基督徒前往以色
列，他們滿有熱心、財力、留在以色
列甚至願意放棄原本安逸的生活，因
爲回歸耶路撒冷是基督教、天主教徒

以色列開展概況

大約在二ＯＯ一年間，一批從蘇
俄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聖徒發出呼
聲，希望有人能到以色列供應他們。
因此陸續有弟兄們接受交通，從世界
各地移民到以色列。第一位過去的是
猶太裔的Jackson弟兄，他曾經參加
過 台 北 全 時 間 訓 練 （ F u l l － T i m e 
Training in Taipei，FTTT），而我則
是在二Ｏ一二年十一月份到了耶路撒
冷一起配搭。以色列福音工作的開
始，主要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城市，
在特拉維夫（Tel Aviv－Yafo）、內
坦 亞 （ N e t a n y a ） 、 以 及 海 法
（Haifa）這幾個城市以及其他周邊
的小城市實行召會生活，這是因為地
中海沿岸的就業機會較多；相對來
說，耶路撒冷是一個宗教的都市，就
業機會很少。耶路撒冷有很多人都是
戴着黑帽子、留着長鬢角的宗教徒，
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卻很少看到這
樣的情形。在二Ｏ一三年起，以色列
的工作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一年我
們從以色列的各個城市聚集到耶路撒
冷，希望在那裏興起一個明亮的見
證。從前耶路撒冷城分成東耶路撒冷
和西耶路撒冷兩部分，東耶路撒冷是
所謂的舊城，裏面包含聖殿山，但是
在六、七零年代的時候兩部份合併
了，新的耶路撒冷城越來越大。

在以色列，帶人呼求主並不像平
常我們在校園帶人一樣，人一呼求就
感覺好喜樂、虛空人生變詩歌，在這
裏是要付代價的。之前有一位聖徒牧
養在特拉維夫大學的猶太學生，後來
他摸着了主，有一天他決定呼求主
名，之後他大哭一場之後就不再聚會
了，因為他衡量了整個代價，覺得真
是太沉重了。這實在是不容易。

現在我們有二十位聖徒，有十位
擁有公民權，十位是學生。這二十位
弟兄姊妹都是藉着禱告，由外地移民
來的。我們真正的希望是在我們中間
有阿拉伯人、猶太人、和外邦人一同
聚集，這也是我們的禱告。雖然這裏
不能在路上發福音單張接觸人，否則
會引起騷動，但是我們就是相信一個
新人的見證能征服人，藉着弟兄姊妹
的相愛摸着人，召會生活顯出一個新
人的見證，人就要受到吸引。若是你
想要用外面的道理去摸着人，你比猶
太教徒還差的遠呢！在耶路撒冷的猶
太人和阿拉伯人，大部分都比參加全
時間訓練的學員還要虔誠，到了所有
該定時讀經、禱告的時間，他們馬上
停下事情來作。但是他們所作的都是
空的。從耶穌那時候就說了，這不過
是粉飾的牆。

在耶路撒冷有一所很好的大學，
希伯來大學，到目前為止出過六位諾
貝爾獎得主，我希望參加過全時間訓
練的學員們都可以來這裏念大學。即
便如此，你若是在那裏念碩博士，
五、六年之後他們也會要你離開。外
國人不容易留下來，但是藉着不斷的
有人去，當地的見證就被加強了。如
果年輕的弟兄姐妹願意去以色列，不

Book）上面。當地人若是被證明參
加基督教活動將會被取消公民權並驅
逐出境。附帶一提，猶太教基本上不
外傳，大多由家庭傳承下來。所以他
們對於家族中有人岔出去是看得很嚴
重的。第一，一個新的公民（五年之
內）若岔出去，將會被取消公民權，
也就是被趕出會堂；然後會為全家族
帶來醜名、惡名，整個社交生活就完
全沒有了。所以聖徒們到以色列開展
都相當不容易。在這裏，我們不能抱
持着傳統的觀念來開展。譬如說，我
能在台灣鄉鎮一下子帶二十個人得
救；但是在耶路撒冷這是不可能的
事，因為這裏連傳福音都不被允許。
我們在召會生活傳福音的操練、所裝
備的技巧在那邊都用不上，我們所能
作的只能禱告和活在靈裏，操練作一
個新人的見證。

余潔麟弟兄要求我們每一個去以
色列的人都要讀倪柝聲弟兄在初信造
就裏放棄區別的信息，其中包括背
景、文化、教育、社會階層、職業等
等，都要操練放下，因為在耶路撒冷
那裏有俄國來的猶太人、亞美尼亞
人、墨西哥人、美國人、台灣人。那
麼多人來在一起就要操練一個新人的
見證，操練放下區別，召會生活就是
從零開始。我們所說的新人，第一，
一定要有猶太人；第二，一定要有外
邦人，還有阿拉伯人。當這些人來在
一起還能一同過生活，這樣一實行出
來，人就會受吸引。以色列政府允許
有聚會，但是需要登記，因爲政府要
確定聚會當中不會向其他人傳福音。
所以，只要不跟別人傳福音就可以
了。以色列對於宗教信仰是自由的，
所以纔會有無神論者。

管是去讀書，還是爲着召會生活，都
能開拓視野，這是非常值得的。耶路
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是一個不錯的選
擇，語言上沒有太大的限制，也可以
選擇輕鬆一點的科系。希伯來大學的
學費約為兩萬四千美金一年，比美國
的學校便宜很多。

  我們相信，要作以色列的福音工
作，最有效率的方式就是文字工作，
但還有很多點需要突破。第一，那邊
使用希伯來文，但是在我們中間比較
缺少合格的繙譯者；第二，是繙譯書
籍需要成本，並且需要到達一定的數
量。畢竟世界上使用希伯來文的只有
以色列，並且不在以色列的猶太人也
不說希伯來文。全世界的猶太人有一
千三百萬左右，其中只有六七百萬人
使用希伯來文。希伯來文原本是一個
死掉的語言，只不過近一百年左右纔
開始恢復使用。

出宗教營外 幔內過生活

我們依然希望有更多本地人被主
得着，但是除了禱告以外，我們不知
道有甚麼路可以開展。在全時間訓練
所受的傳福音訓練，在耶路撒冷行不
通，本地人的邏輯是完全不同，新約
是不被承認的。你若是跟人講耶穌，
他們認爲耶穌不過是一個猶太人，不
是神的兒子，你還能跟猶太人講甚
麼？比方說，你講耶穌真愛你，他就
問，『你說耶穌是誰？』你說耶穌是
神，他就跟你說，『聖經裏面十誡講
得清清楚楚，神只有一位。』若是你
說耶穌是神的兒子，所以祂也是神，
他就會回答你說，『不、不，只有一
位神』。若是你說舊約聖經中有好多
地方講到耶穌，比方以賽亞書說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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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牽到宰殺之地，是指基督說的。他
就會回答你說，『不、不，這是指以
色列人幾千年被迫害、被大屠殺說
的。』這些人對於聖經都有一套自己
的邏輯、系統，若是你沒有萬全的準
備，如何去傳呢？

使徒保羅可不一樣，他太厲害
了。但是就算是使徒保羅，他終究還
是受了宗教氣氛的影響。在使徒行傳
裏，當雅各跟他說，『在這裏有數萬
人為律法熱心，你不能彀忽畧他們，
你現在所作的是得罪他們。』當保羅
到殿裏獻祭去，神的手就進來興起暴
動阻止他。你看，就算一個人異象那
麼清楚，在那樣的環境中還是會受到
影響。在耶路撒冷裏，彌漫着一股超
級、無比、濃厚的宗教氣氛，壓力甚
重。當我離開耶路撒冷就覺得很舒
服。難怪主耶穌要帶門徒出耶路撒
冷，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纔啟
示出祂自己。

耶路撒冷曾是聖經中的第一個召
會，曾經很興旺，但是主的手進來讓
整個召會被拆毀。主希望耶路撒冷召
會能彀恢復到最早使徒們那時候純淨
的光景，因為後來那裏毫無疑問的有
了攙雜。猶太教的影響確實攙雜進
去，我們去讀行傳就會曉得。今天在
以色列，所謂的基督徒並不稱作基督
徒，而是叫信徒（Believers），因為
基督徒在那裏是一個臭名。卽使如
此，這些信徒也是把舊約的實行混合
着新約的信仰一起來作，注重舊約安
息日、割禮、守律法，但是他們的說
法是，『我向着甚麼人就作甚麼人，
若是我不這樣作的話，整個猶太人的
門就會關掉了。』毫無疑問的，這的

確是一種攙雜的情形。

可能你會想說，不如去接觸那百
分之四十的無神論者罷。當然可以，
一個人如果入籍的時候是無神論者，
你可以低調一點接觸他，但是不要明
講你是基督徒，否則你就是在挑戰法
律，不過這也是很難。有一次我接觸
到一個九十歲的猶太老人，他去游泳
常帶着兩個手機，一個是他的、一個
是他太太的。他太太已經死了，所以
他一直保留他太太的手機，為着要聽
到她的聲音。有一回他太太的手機不
小心掉到水裏了，他很難過，於是我
們就幫他修理好了，他非常的感激我
們。我們很自然地就談到福音，然後
他說他不相信有神，他說，『因為如
果你和我一樣在集中營待過，你就不
可能相信有神。因為你沒有任何一個
理 由 能 彀 解 釋 這 件 事 為 甚 麼 會 發
生。』所以所謂的無神論者也有一個
信仰，就是無神、不可能有神。猶太
人從古至今被殺掉太多，並且很多都
是基督徒殺的。在中世紀有好幾次十
字軍，殺了成堆的猶太人。後來在大
屠殺的時候，基督徒也保持中立，不
吭一聲，連史達林都自稱是基督徒。
於是我只能跟他說耶穌愛你，神剛好
把我安排在你旁邊、我又剛好懂得修
手機，你不覺得這是有一個安排麼？

爭戰禱告走窄路

      新人見證得加強

今年十月，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
訓練壯年班的弟兄姐妹他們來以色列
兩個月，我負責安排他們的生活。我
們跟他們講，第一就是絕對不能傳福
音，不能上街頭發單張，否則絕對引

起騷動。因為你若是在那裏發福音單
張，你根本不知道要傳甚麼。沒有被
訓練過、沒有被教過，要講甚麼呢？
他們去耶路撒冷是他們自己要去的，
我們需要配上許多服事。但是他們來
了，在這裏過召會生活，確實加強了
主在這裏的見證。耶路撒冷從古至今
就是一個旅客的都市，或許有的人只
去幾週、幾年，但是無論如何，這樣
子的去對於耶路撒冷的召會來說都是
一個加強。

第二，起碼在那裏多了三十人在
禱告，向着耶路撒冷、為着全地、主
的恢復禱告；第三，他們會一同的追
求；第四，他們也會去那裏接觸人。
接觸人是可以的，但是傳福音是絕對
不可以的。在這裏絕對不可能兩三下
就帶一個人受浸，而需要花很多的時
間來陪。法律雖然規定不可以在街頭
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傳福音，但是可以
把人請到家裏頭講。人若是到了你的
家，就不算是陌生人，你就可以跟他
講一些話。

代禱事項

* 盼望各地有更多聖徒來以色列短期
居留、訪問或相調，加強當地一個
新人的見證。

* 鼓勵台灣福音工作全時間訓練畢業
學員能來以色列讀書，與當地聖徒
一同生活，帶進一個新人的實際。

* 為當地召會的花費以及聖徒財務的
需要，有更多記念與擺上。

* 為全地主的恢復中有權利回歸以色
列的聖徒，願意出代價回到以色列
長期居留，一同有分於主的恢復在
以色列的見證與行動。

（劉黎曦弟兄訪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