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為何要支持以色列？
現今為何要支持以色列？
傑克海福德牧師
神獨特地、先知性地、救贖性地、一再不斷地在聖經中提到以色
列地是「屬我的地
屬我的地」，祂從未指著世上其他土地說過同樣的話，
屬我的地
神高舉以色列，命定以色列成為萬邦列國的光。

初代教會原本就是純猶太人的教會，而且一直到福音開始傳出之
初代教會原本就是純猶太人的教會
前，都只有猶太人。最終福音傳到安提阿，在那裏開拓了第一間
外邦人的教會，從此福音才從安提阿傳遍全世界。

羅馬書第九章至第十一章，使徒保羅都在討論神心意和旨意中的
猶太人，這三章在整本聖經中是完全獨立的篇章，是討論神如何
看待猶太人的神學菁華。猶太人是第一個明白神盟約的民族(透過
亞伯拉罕)，是與神立約的「初熟果子」
。然後猶太人又透過他們
的彌賽亞降世，把神真理的豐富傳遍全世界。

聖經將猶太人稱作「根」
，又將外邦人稱作「枝子」
。神的話語亦
提醒我們：「他們因為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們因為信，所以
立的住。」我們不可自高，反要懼怕，因為：「神既不愛惜原來
的枝子，也必不愛惜你。」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以色列

反之，神呼召我們要熱切地禱告代求
神呼召我們要熱切地禱告代求，並要依照救贖主的話（末
神呼召我們要熱切地禱告代求
日將到之時，我們的任務並非坐著沉思而已）去服事。我們的責
任是在耶穌再來之前，做好神國度的事
做好神國度的事。(參路十九 13)
做好神國度的事

這與政治無關，而是關乎神的話語，不過政治上的分岐卻是十分
戲劇化的。聖經宣稱世上所有的國家，一同抵擋以色列的日子終
將到來，這樣的事極有可能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這也是我要在
此略述「為何我們應當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原因。

支持以色列的八大理由
支持以色列的八大理由：
一、每位信徒都有責任在自己的價值觀中
每位信徒都有責任在自己的價值觀中，
每位信徒都有責任在自己的價值觀中，把猶太人好好地放在
心上，
心上
，而且要從心裡感謝神透過猶太民族作的工作
瞭解我們關懷猶太人的基礎(包含一個民族和一塊土地)，是來自
神的命令和神的話語。



每位信徒都有責任在自己的價值觀中，把猶太人好好放在
上，因為神一直視他們為眼中的瞳仁
神一直視他們為眼中的瞳仁。
神一直視他們為眼中的瞳仁
神揀選了一族…..祂先揀選了一人，名叫亞伯拉罕，主說透



過亞伯拉罕的後裔(也就是與他妻子撒拉生的應許之子以
撒)，地上的列國都必蒙福….人人都可以得到全能神的祝
福。
在創世記十二 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為你祝福的，我



全家都要得救」
。(參羅馬書十一章 16-27 節)

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
因你得福。』
」

我們現今活在歷史上的關鍵時刻，神正呼召基督徒起來支持以色
我們現今活在歷史上的關鍵時刻
列。我們可能是末世的百姓
我們可能是末世的百姓，面對神的預言，我們不能消極被動；
我們可能是末世的百姓

•

1

這不但指著一個民族(猶太人)說的，也是指著一塊地(以
色列這地)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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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會按著列國的決定審判列國，就像祂會按個人的決
定而審判個人一樣。
揀選他們是有用意的： 羅馬書九 4-5：
「他們是以色列人；
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
的。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
來的，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 神。阿們！」
 立嗣：
立嗣：神揀選亞伯拉罕的後裔作為大族。
 榮耀：
榮耀：神同在的彰顯，為啟示祂自己。
 盟約：
盟約：神所訂立的承諾 :
•

•

•

•

國的事實上。如今，耶路撒冷、以色列、猶太人的存在，和他們
所擁有土地的權利一再受到攔阻，目前沒有幾個國家，願意承諾
長期支持猶太人和以色列，但聖經說神會尊榮幫助他們的國家。

二、根據聖經
根據聖經，
根據聖經，在神現今的命令中，
在神現今的命令中，我們的地位與猶太民族，
我們的地位與猶太民族，和
以色列地是密不可分的
按著神向我們顯明的恩惠和救贖計劃，當我們信靠那位藉由猶太
人降生的救贖主，我們就加入信靠神的陣營。


與亞伯拉罕的盟約…
與亞伯拉罕的盟約… 神說：「我要賜給你一個民
族，一塊土地，而且透過你的後裔，地上萬國都要
蒙福。」(創世記十七章)
與摩西的盟約…
與摩西的盟約… 神藉由摩西五經律法的啟示，作
為祂教導我們的一個管道，帶領我們來到基督面
前，透過羔羊的寶血得蒙救贖。
新約…
新約… 在以西結書和耶利米書中，神說了幾乎相
同的話：
「時候將到，我將與你們立新約，我要把我
的靈放在你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法，遵行我的
典章。」

最偉大的禮物：
最偉大的禮物：耶穌是神賜給人類最奇妙的禮物，神
是如此愛我們，所以賜下祂的獨生愛子….透過猶太人
賞賜給我們，耶穌自己本身，也生為猶太人，耶穌對
撒瑪利亞的婦人說：
「救恩是給猶太人的。」

聖經對我們說的很清楚，我們面對的所有事情的根源，都是關乎
神對人類的啟示。這個確據就在猶太民族不但存在，而且重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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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宣稱，當我們接受了主，就成了屬靈上的猶太人。(參
考羅馬書二 28-29；加拉太書三 26-29)
身為基督徒的你，若不支持猶太人和以色列，就無法貫徹
整本聖經的經文。

三、神給以色列地的獨特應許從未廢去
神給以色列地的獨特應許從未廢去
 利未記二五 23：
「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
是客旅，是寄居的。」
 申命記三二 43：
「你們外邦人當與主的百姓一同歡呼；因他要
伸他僕人流血的冤，報應他的敵人，潔淨他的地，救贖他的
百姓。」
 歷代志七 20：
「我就必將以色列人從我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根
來，並且我為己名所分別為聖的殿也必捨棄不顧，使他在萬
民中作笑談，被譏誚。」
 詩篇八五 1-2：
「耶和華啊，你已經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擄
的雅各。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蓋了他們一切的過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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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八 8：
「必沖入猶大，漲溢氾濫，直到頸項。以馬內
利阿，他展開翅膀，遍滿你的地。」
 耶利米書二 7：
「我領你們進入肥美之地，使你們得喫其中的
果子和美物；但你們進入的時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產業
成為可憎的。」
 以西結書三八 16：
「歌革阿，你必上來攻擊我的民以色列，如
密雲遮蓋地面。末後的日子，我必帶你來攻擊我的地，到我
在外邦人眼前，在你身上顯為聖的時候，好叫他們認識我。」
 約珥書一 6：
「有一隊蝗蟲（原文是民）又強盛又無數，侵犯
我的地；他的牙齒如獅子的牙齒，大牙如母獅的大牙。」

 創世記十七 7-8：「我要與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
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
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
必作他們的神。」
 以賽亞書五四 8-10：
「我的怒氣漲溢，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
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你的救贖主說的。這事
在我好像挪亞的洪水。我怎樣起誓不再使挪亞的洪水漫過遍
地，我也照樣起誓不再向你發怒，也不斥責你。大山可以挪
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約也
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約珥書二 18：
「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恤他的百姓。」
 約珥書三 2：
「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裏
施行審判；因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
散在列國中，又分取我的地土。」
 何西阿書九 3：
「他們必不得住耶和華的地；以法蓮卻要歸回
埃及，必在亞述喫不潔淨的食物。」
 撒迦利亞書九 16：
「當那日，耶和華他們的神必看他的民如群
羊，拯救他們；因為他們必像冠冕上的寶石，高舉在他的地
以上（或作：在他的地上發光輝）
。」
當我們提到以色列，就是在談論：
1. 神所宣告屬祂的一塊土地。
2. 神將這塊土地賜給祂的選民，這是萬物的創造主的一件
大事，而且沒有任何商量的餘地(不容改變的)，神對以
神對以
色列的獨特應許從不廢去。
色列的獨特應許從不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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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色列現今持續不斷的衝突
以色列現今持續不斷的衝突，
以色列現今持續不斷的衝突，非肇因於以色列的領土擴張政
策
今日，世人多半視巴勒斯坦人為受欺壓的人，然而，以色列人所
捍衛的土地是 1917 年「巴爾福宣言」承諾給猶太人建立家園的土
地，及 1948 年由聯合國大會設立的以色列國土。巴勒斯坦人的目
的並非為保衛家園，而是要把以色列人全部趕出去。為了要讓世
人仇視以色列，以色列四周的阿拉伯各國雖有豐富的資源，卻從
來沒向巴勒斯坦難民伸出援手。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都不知道這一
點，而且沒有人會刻意告訴他們。
五、支持以色列並不代表反對阿拉伯民族的存在
支持以色列並不代表反對阿拉伯民族的存在，
支持以色列並不代表反對阿拉伯民族的存在，或是反對阿拉
伯人在以色列國土上過著和平、
安定、
伯人在以色列國土上過著和平
、安定
、繁榮生活的權利
神從未特別討厭任何人，更不會因為阿拉伯人是以實馬利(亞伯拉
罕非應許的兒子)的後代而排擠他們。支持以色列不代表反對阿拉
伯，也不代表對其他民族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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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強烈的恨意
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強烈的恨意，
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強烈的恨意，並非單純的來自政治因
而是受到屬靈權勢的驅動，
他們非見到以色列滅亡，
素，而是受到屬靈權勢的驅動
，他們非見到以色列滅亡
，絕
不會罷休
反對以色列的力量並非僅僅來自人們對猶太人的厭惡，我們捲入
的是一場屬靈的爭戰，遠遠超過人類的爭鬥，難以用政治手段或
說服的力量來勝過，惟有透過代禱，方能攻破空中執政掌權的力
量，進而扭轉情勢。
七、造成仇視猶太人的屬靈權勢
造成仇視猶太人的屬靈權勢，
造成仇視猶太人的屬靈權勢，同樣對基督徒虎視耽耽，
同樣對基督徒虎視耽耽，遲早
這股勢力會對猶太人和基督徒帶來同樣大的逼迫
正如經上說的，世界末日前將有兩個見證人被殺死(啟示錄十一
章)，綜觀歷史，只兩種人在為神作見証：就是猶太人和基督徒。
對以色列的仇視和對基督徒的敵意，可說是一樣的高漲，因為世
界上有一種屬靈權勢，敵對所有與神有關的人、事、物。
•

神是創造主 – 我們虧欠祂敬拜

•

神是審判的主 – 我們虧欠祂分辨的責任

•

神是救贖主 – 透過祂的獨生子耶穌顯明祂自己

•

神是全人類道德的規範者 – 我們虧欠祂行為上的責任

 如何以行動支持以色列？
如何以行動支持以色列？
一、注意彙集確實可靠的資訊，避免偏見和盲點，明白大眾媒體
的立場，謹慎評估報導，但也不需要過度小心。開始去了解
中東的基本歷史，和過去一百年的歷史。
二、持續忠心地回應聖經的呼召：
「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詩一
二二 6)，並為自己的國家禱告，讓自己的國家能領受創世記
十二章 1-2 節的應許：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
三、以禱告的心去造訪以色列地，為實際支持的行動之一。
四、向猶太人伸出友誼的手。身為基督徒支持以色列，是一種對
神的委身，而且有聖經的根據。
五、明白激進派穆斯林回教徒恐怖習性的同時，對其他非激進派
的人要有恩慈。
讓我們採取行動支持以色列，因為目前的時機是如此地重要關
鍵。如今，世上敵對以色列的諸國，與其餘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已
面臨攤牌的局面。
最終的議題將是：「誰是站在基督和祂道路這一邊的人，誰又是
站在敵方的人？」主呼召我們成為有影響力的人，並要在關鍵的
議題上選擇支持合乎道義和聖經的信念。….要不要支持以色列便
是這樣的重要議題。

八、聖經的教導和神的應許
聖經的教導和神的應許，
聖經的教導和神的應許，呼召我們憑著信心站立，
呼召我們憑著信心站立，在代禱和
支持的行動中，
支持的行動中
，大有盼望
神今日呼召我們支持以色列，因為我們可能是末世的百姓，主呼
召我們確信聖經的應許，有智慧地行事，明白祂的道，祂必會抬
舉凡忠心委身支持以色列地（屬祂的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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