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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猶太人都知道耶穌和使徒是猶太人，福音

也由猶太人開始傳到各地。但今天，只有少於1%的

猶太人跟隨耶穌這位猶太人的彌賽亞。不過，難以

想像過去25年跟隨耶穌的猶太人大幅增長，是自使

徒時代以來從未有過的。許多猶太人透過非猶太友

儕的見證而認識耶穌。這篇文章相信能幫助你認識

如何敏銳地及有效地向猶太人傳福音；假若你已經

有所預備，一定會看見向猶太人傳福音的機會。

概覽

猶太人並不等於猶太教，並非所有猶太人都信

正統派猶太教 保守派猶太教 改革派猶太教

歷史及特性 正統派猶太教可以遠溯至猶太教

法典時期(主前二至五世紀)，特

別注重傳統及嚴格遵行拉比所解

釋的摩西律法。

保守派猶太教是一個在美國

發起的運動，根源來自十九

世紀的德國，因為不同意極

端的改革派猶太教，採取較

中和的方式而成立的。

是十八世紀末期德國猶太人在聚居

區內被解放後興起的，要將猶太教

現代化來遏制德國猶太人被同化的

危機。他們強調道德以及先知們的

訓詞。

其他名稱 傳統或妥拉猶太教 歷史猶太教 自由或前進猶太教

對聖經的看法 基本上，摩西五經的教導(妥拉)

就是真理；一個真正的猶太人相

信啟示及口傳和書寫的妥拉都來

自神。「口傳」妥拉與「書寫」

妥拉一同傳給摩西的，但有不同

的詮譯版本。妥拉較希伯來文聖

經中其他經卷的地位為高。

聖經，包括妥拉及其他經卷

是神的話，也是人的話，並

非得自傳統式的靈感，而是

機動性的靈感。啟示是一個

連續性的過程。

聖經出自人的手筆，保存著一個民

族的歷史、文化、傳奇及盼望。它

的價值是在引申倫理道德見識。啟

示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

奉猶太教或遵行猶太教的習俗；不少猶太人自稱為

無神論者，或稱不知是否有神，或無宗教信仰。

現代猶太教有三個「派別」，但這些派別與基

督教的宗派不同，較像一般的社團。猶太教是一個

注重行為而非教條的宗教，所以一個無神論者可以

同時是正統派的猶太教徒，因為他是某正統派猶太

會堂的一分子。一個猶太教徒對神或來世的信念，

遠比不上他在生活上如何遵行所屬派別會堂的規矩

來得重要。所以，不要認為你的猶太人朋友屬於某

派別的會堂，他便會有怎樣的信仰。

以下是三個派別的同異：

猶太教

 猶太人
Rich Robinson著  林成蔭譯

主題文章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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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的看法 神是無形的靈。祂是有位格的

神，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無所

不在，永恆及滿有恩慈。

神的觀念並非教條性的，是

有伸縮性的。保守派比改革

派較少無神論者；但最普遍

的觀念是：神並沒有位格，

也難以形容。

對「神的概念」容納了不同的看

法，如自然主義者、神秘主義者及

宗教人文主義者的看法。他們持守

「真理是我們不知何為真理」。

對人的看法 在道德上，人有善也有惡的傾

向；一個人藉努力遵行律法可以

克制惡的趨勢。

接近改革派的觀點，但不提

倡人文主義。認為透過教

化，人可達到完全境界；人

與神有「伙伴」的關係。

人性基本上是善的；透過教育、鼓

勵及發展，可以實現個人本質上的

潛力。

對律法的看法 律法是猶太教的本質，是使人的

生活有規律及意義的權威。全心

遵行所有律法，可使人靠近神。

適應時代情勢無可避免，但

人必須要有道德，個別的規

條是相對性的。

法律是機動性的宗教規條，適應每

個時代的演變。若宗教習俗與文明

社會的公義有所衝突，就必須刪

除。

對罪的看法 不相信「原罪」；人犯罪是由於

違反了律法所定的誡命。

不相信「原罪」；個人可在

道德或社交環境中犯罪。

不相信「原罪」；罪被解釋為社會

問題。但也承認人性中含有「神聖

的光輝」。

對救恩的看法 必須藉悔改(信靠神的憐憫)、禱

告及遵行律法來與神恢復正常的

關係。猶太人並沒有「救恩」的

概念，因為生而與神有關係。

趨向改革派的觀念，但也強

調要維持猶太人的身份。

「救恩」是藉著個人與社會的改善

而得；它是社會的更新。

對彌賽亞的看

法

彌賽亞是人而非神，他要恢復猶

太王國，並延伸治權至全球。他

會執行審判，匡正一切惡行。

與改革派的理念大致相同。 以烏托邦時代的觀念取代彌賽亞是

人或神的信念。烏托邦是人類進步

的目標，有時也稱之為「彌賽亞時

代」。

對來世的看法 相信身體復活，行公義者在「來

世」會與神同在。不公義者會受

苦，但對於他們的終結命運則有

所爭論。

趨向改革派的理念，只是被

非傳統觀念如東方神秘思想

的影響較少。

一般沒有來世的想法。個人透過自

己的成就可以繼續存留在他人的腦

海中。受東方神秘思想影響，有些

人認為人的靈魂集合成為一股龐大

而非人性的生命力。

有關會堂的敬

拜

會堂是禱告之處，也是學習的地

方，社交是附帶而來的。以希伯

來語禱告和讀經，男女分別坐。

司會者與會眾面對同一方向。

會堂是猶太人生活基本的結

構。他們的改變少於改革

派。

會堂被稱為「聖殿」。聚會儀式近

代化且簡短，英文與希伯來文通

用，男女同坐。崇拜中有詩班及風

琴。

要注意：他們不像福音派基督教注重個人與神的關係。有時正統派猶太教被誤認會如此，但他們更關心人的生活是否
符合傳統而非個人與神的關係。

猶太教的習俗

每年的節慶

猶太人不論派別，必定持守某些節慶。以下是

主要的節慶：

至聖日，在9或10月，是年曆上最嚴肅的日

子，重點是罪的代贖。節日包括猶太新年 (Rosh ha-

Shanah)及贖罪日 (Yom Kippur)。慶祝猶太新年時會

吹羊角 (the shofar)，10天後就是的贖罪日，會禁食

及求神赦罪；再過5天就是住棚節 (Sukkot)這個快樂

節日，要建造棚子，以節慶的水果及花草裝飾。

11月或12月有修殿節(Hanukkah)，記念主前165

年馬加比的起義，擊敗褻瀆聖殿之人。在修殿節一

週內，要燃點蠟燭放在燈台(menorah)，並吃馬鈴薯

做的薄煎餅。

2或3月有普珥日，是嘉年華會式的節慶，記念

以斯帖記中所記載的事件。

在3、4月間的逾越節，是猶太節期中最受重視

的，記念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時被神拯救、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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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節期的主要活動是：全週都吃無酵餅(matzo)，在

一週開始時舉行逾越節家宴(Seder)。耶穌與門徒所

吃的最後晚餐就是逾越節家宴。

最後是5、6月間的五旬節(Shavuot)，一個春節

和農收的節期。傳統說這是耶和華在西奈山頒佈律

法給以色列人的日子。

生活的週期

節期以外，多數猶太人在特別的日子會有慶

祝，其中三件是：

男孩出生後第八日舉行割禮，稱為bris。

兒女在13歲時舉行成人禮，稱為bar mitzvah (為

男孩)和bat mitzvah (為女孩，非傳統的)，在會堂舉

行，事後設招待會。

猶太婚禮在帳篷下舉行，其中一個高潮是將包

在布中的酒杯蹈碎，象徵聖殿的被毀。

日常生活習俗

許多人仍遵守每週末的安息日(Sabbath)，也

有些人把放置了各種經文的小盒mezuzah放在門柱

上。也有些人仍會遵守戒律，即遵守各種食物的禁

戒。不過，今日遵行這些習俗的人數已大不如前，

有些人只視之為傳統文化，與信仰無關。

猶太人的經文

猶太人人常稱舊約為《希伯來聖經》，這是他

們的聖經。但要注意，許多猶太人不認為舊約聖經

是神所啟示的話，只看為猶太人傳統及歷史的一部

分。

某些個別的書卷被正統派猶太人認為有神聖的

權威，如猶太法典章《他勒目》(Talmud )；多數猶

太人認為這法典及其他拉比的解釋，可以幫助倫理

及生活，但並非具神聖權威的規條。

向猶太人傳福音

猶太人對福音的看法

幾乎所有猶太人在潛意識裡對相信耶穌有一種

不明文的抗拒，認為不是猶太人應該做的事。若相

信了耶穌，就不再是猶太人了，背棄了同胞、歷史

及文化遺產。再者，若相信主，或只是在考慮，會

遭遇某些後果。

絕大多數的抗拒，都與這不明文的抗拒感有

關，例如：

基督教是外邦人的宗教

這是身份上的抗拒。他們認為猶太人不需要也

不應該考慮信主；若考慮相信一個宗教，只可考慮

猶太教。

猶太人有自己的生活習俗

這是文化上的抗拒。他們認為猶太人的思想和

行為與外邦人不同；對他們來說，外邦人似乎在

衣著和行為上都太嚴謹，而在人際溝通方面卻太含

蓄。

猶太人已與神有關係

這是宗教上的抗拒。他們不提「救恩」，因為

他們自覺沒有甚麼要被救贖的；若有神存在，猶太

人已經與祂有關係；耶穌是多餘的。

向猶太人傳福音時的禁忌

避免一些令人反感的字句，十架的信息令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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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因為沒有人歡喜被稱為有罪。而且，猶太人對

某些字詞特別敏感。

首先，盡量避免基督教術語。一些基督徒慣用

的語言對不信的人沒有甚麼意義，無論他是否猶太

人。

其次，避免一些使用某些詞彙。例如：「你們

猶太人」含有歧視的意味，改用「猶太民族」或

「一個猶太人」比較中聽。而且，「猶太」這形式

詞應只用來形容民族、土地、宗教或語言，若用來

指「猶太錢幣」或「猶太控制的媒體」，你可能已

經懷有歧視猶太人的態度。

「改教」一詞含有放棄個人猶太身份的意思，

較好的用詞是「成為耶穌的信徒(或門徒)」。這詞

是被先知們用作「轉回向神」的意思(見賽四十四

22；耶四1，二十四7；珥二12)。

有人建議以希伯來文的「約書亞」代替「耶

穌」一名；這樣，雖能說明「耶穌」的希伯來名字

就是「約書亞」，但卻沒有人會知道所指的是歷史

上的拿撒勒人耶穌，除非你也用「耶穌」這名稱。

最後，猶太人喜歡彼此之間講猶太笑話，但非

猶太人就不能。同樣，不要批評猶太人的社會領

袖；雖然世上沒有人是無可非議的，但讓猶太人自

己去提出任何正當的指摘。

不要陷入只「顯示愛」的謬論；當然，基督徒

要愛人，但單以愛心不能使人進入天國。按一般的

標準，猶太人可說是有道德的人，但只有愛心的生

活不能傳達救恩的好消息，必須要傳講福音的真

諦。以下是一些方式：

如何向猶太人傳福音

向猶太人朋友作見證，最好是向已建立友誼的

猶太人。在猶太節期時送上賀卡，這樣你不僅表示

明白他們是猶太人，也是鞏固友誼的好方法。

轉向屬靈題目。把握機會，在節期時談及靈命

的問題。你可以向猶太人朋友詢問有關逾越節或獻

殿節的慶祝等等，然後，自然地漸漸將談話引入福

音信息。再視乎彼此的關係，直接談到耶穌，或

向他發問，甚至向他挑戰；也可以表示關心某個問

題，或幫助人如何在信靠耶穌中面對這個問題。談

論時不一定要說服人，而是表達意見及發問，讓對

方可以進一步的探討。若對方不願繼續談論，更不

要勉強。

用與猶太人有關的事。若得到正面的反應，可

以用與猶太人有關的事件繼續談話。例如，耶穌與

門徒吃的「最後晚餐」其實是逾越節的家宴(路二十

二7-20)。若要談及罪，在贖罪日期間可能會得到較

正面的反應；猶太人一般不願談罪，但大多數在贖

罪日會想及罪的問題，那是他們求神赦免過去一年

所犯的罪的時候。

基本信念要很清晰。需要福音是因為明白我們

是罪人，需要救主賜予救恩。一般猶太人對罪、

救主及救恩這三個觀念都很陌生，需要極清晰地傳

達。

罪：猶太人看罪是個人的行為，而不是全人類

內心深處的本性。「罪人」只被視為罪大惡極的

人。所以要從聖經中引用不同的例子，指出人人都

是罪人，連偉大的大衛王都承認他的罪(見詩篇五十

一篇)。

救主：用「代贖者」可能更有幫助，但肯定要

用「彌賽亞」。

救恩：猶太人關心在今生要過正直的生活，多

於憂慮死後被拯救免下地獄。「代贖」是許多猶太

人熟悉的詞語，在逾越節家宴時常常提到；所以，

可用以解釋神將以色列人從埃及為奴釋放出來，祂

也願意將我們從被罪奴役的生命中釋放。

如何使用聖經傳遞屬靈真理

雖然並非很多猶太人接受舊約的真理，但舊

約聖經仍受尊重。所以，打開聖經給猶太朋友

看，直接用神的話說明福音真理較用自己的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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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為好。

當開始談福音時，只有對方表示願意接受你為

「老師」，自己為「學生」後，才可使用聖經；否

則，很容易像在「無形的講壇」上說教。

可以用聖經來提出問題或講解問題。例如，用

聖經來開始談論何謂罪：以賽亞五十三章──受苦

的僕人擔當他百姓的罪；詩篇五十一篇──大衛王

認罪；列王記上八章──所羅門王獻殿時的禱告。

或者用聖經來解答疑難。

看聖經應從舊約聖經開始，指出某些有關彌

賽亞的預言，然後翻到新約，指出這些預言如何

應驗。耶穌常談及祂的生命是應驗這類預言(太五

17；二十六56；路二十四27、44；約五37-40)。以

賽亞書五十三章是這類預言之一。這與一些猶太人

被教導的相反，在猶太歷史中，許多拉比及哲人都

認為這段經文是彌賽亞預言。這是引進福音的極佳

經文。

新約聖經不單可用來指出彌賽亞預言的應驗，

也可以用來顯示福音具猶太色彩。譬如，在太二十

六章及路二十二章，耶穌與門徒一同享用逾越節家

宴。若要顯示新約與舊約聖經的一貫性，可用詩五

十一篇與羅三章23節來談到罪的普遍性，用路二十

一章20節說到耶三十一章31-34節的新約；關於新

約聖經中顯示舊約聖經中的預表乃指著耶穌基督，

可舉出十二7逾越節羔羊的血，就是預表基督被釘

十字架的代贖。

引用舊約聖經，可以向猶太人顯示你熟悉並看

重舊約。現實上，已很少猶太人會用心研讀聖經，

你可能比他們更懂得舊約。但若有些問題不懂回

答，你可以承認並而表示願意查看。

應付攔阻及異議爭辯

有時，猶太人朋友會提出不同的見解，這可能

是反射性動作，或是流行的意見，不一定是個人的

想法。以下是面對一些挑戰的應對方式：

「基督徒相信三個神，但猶太人只信一神」

──這可能只是說：「我們的宗教只教導一神，雖

然我不相信有神，若我相信，我只會相信一神。」

猶太人認為「三一真神」是指多神。你可以簡單肯

定神是一位，並指出耶穌自己引用申命記六章49節

(可十二29)有關獨一真神的表白。

「沒有證據顯示耶穌是彌賽亞」──這是老生

常談，這人可能從來思考過任何信仰問題，可以反

問他：「你要甚麼樣的證據？」

「若耶穌是彌賽亞，為何世上沒有平安？」

──回答是：世界有平安之前，我們先要心裏有平

安。

「我們猶太人受了這樣多的迫害，納粹大屠殺

是一個事實，你怎能相信神？況且，這是基督徒的

作為。」──人能誤解任何事，甚至誤會福音。暴

君濫用自由及公義，但不表示我們就不會爭取自由

與公義。至於迫害，早在還沒有基督徒的法老時期

已經存在了。

「新約聖經歧視猶太人」──可以反問他在哪

處記載？哪段經文？他可能無法指出任何特別的地

方。有時猶太人會指約翰福音等經文的語氣鋒銳，

如約八44或帖前二14-16。你可以指出，這是以色

列先知們的語氣，以賽亞書一章就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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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耶穌並沒有歧視猶太人，反而為人的罪傷痛(所有

人的罪，不只是猶太人的罪)。你也可以引耶穌為

耶路撒冷哭泣的經文(太二十三37-39)，同時也告訴

他，外邦人不歸向神，你也有同樣的感受。人人都

犯了罪，神對所有罪人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猶太人不使人改信猶太教」──這話的真意

是：「我不認為人該強迫別人接受他們的信仰」。

你可以指出以賽亞先知所說，以色列要作外邦人的

光(賽四十二6，四十九6)。其實，你也可說，你也

不認同人該強迫別人接受他們的信仰，但在任何友

誼之間，總會有許多討論和勸導。

「我對我的宗教很滿意」──你可以很適當的

回應：「不一定要談及靈命的事，但要緊記，生命

的目標不是要愉快，而是要認識神；明白神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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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終會帶來完全且持久的喜樂。」

「若耶穌是彌賽亞，為何拉比們不相信他？」

──答案是：若拉比相信了耶穌，猶太人不會承認

他是拉比了！也由於拉比的責任很重，很少拉比有

自由去思考耶穌是否彌賽亞。

結論

縱然要使猶太人相信福音，接受耶穌是彌賽亞

並不容易，但不要灰心！已有許多猶太人透過外邦

基督徒的美好見證相信了耶穌。求神賜你機會與猶

太人分享你的信仰；若你真正願意這樣做，不要驚

訝神會垂聽你的禱告！

（作者為猶太人歸主協會資深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