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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不
需要基督”

我们总是听到这句话。这是很多犹
太人对他们能以某种方式“为耶
稣”这种想法的回应。
如你所想，当你向一些犹太人宣扬
耶书亚时（希伯来语中的耶稣），
他们中某些人的，认为一整个“国
度”都不需要基督的不可动摇的信
念，是非常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你如何才能说服某些一辈子都被教
育他们作为犹太人的整个人生都
和“基督教的弥赛亚”无关的人？
作为犹太人归主协会，我们不会做
众多开始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犹太
人数量的报告。我们并非被呼召而
来完成指标的。我们被呼召而来是

作为福音真理勇敢的见证者的——
像我们经常说的，
“为了让耶稣是弥赛亚这一事实为
全世界的犹太人所知。”
我们是被拣选而来事奉的。
你不会看到我们在犹太人群聚集进
行决志祷告的地方举行露天活动。
很少有犹太会愿意加入传福音活动
或甚至跨进教堂的门。
我们大多数的工作是一对一的与人
们联系…在某个街角，在我们的书
店，在某个大学校园，或举行能把
犹太人吸引到家里来的特别的，亲
切的活动。我们也举行类似艺术展
览或音乐会的活动。

我们的每个传
教士都有可能
通过我们在宣
传上的努力而
遇见成百个犹
太人。不过引
大卫•布里克纳，
领至救恩的谈
执行董事，美国
话将会是面对
旧金山
面的，朋友对
朋友的，亲密
的。
我们的创始人，摩西•罗森，曾经
说过：“在我们犹太人归主协会的
事奉中，我们致力于播种尽可能多
福音的种子，才有可能有一个好收

获。我们的种子是充足的，但除非
我们均匀地并充分的在它们能生长
的地方播种下去，否则它将没有足
够的价值。我们联系众多才可能赢
取些许。”
这也是有原因的：引领一名犹太人
认识到耶稣可能真的是他的弥赛亚
并不是容易的事。耶稣祂自己说
过：“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
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
福音七：14）
我相信这对我们犹太人来说尤其正
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能通过
作犹太同胞与他们亲近而成功的原
因——有着相似的背景，共同的经
历，以及能互相信任理解。
我们必须确保当他们接受耶书亚的
时候不必放弃他们的“犹太性”。
事实上，我们提醒他们基督的首批
信徒是犹太人。我们给他们展示《
旧约》中指出耶稣是弥赛亚和上帝
对犹太人眷顾的文字。我们还回顾
《新约》中的段落，由基督的犹太
追随者所写，应许上帝的祝福将会

落在相信祂独子之名的以色列国的
人民中。
这将消耗时间和耐心，需要对他们
怀疑态度的理解以及对当家庭还朋
友发现他们成了耶稣的追随者时所
面临的反对的同情。对于我们的人
民，我们的认同，社区以及归属感
是最重要的。它是首当其冲的，而
且只有当我们共同的血脉建立后我
们的行为和信念才会开始转变。最
终，通过圣灵耐心，柔和的工作，
我们会一同信仰我们久待的弥赛
亚。
而对于致力于犹太福音传道的人
们来说，挑战是去理解犹太的观
念——如使徒保罗所说，去“向什
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
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哥林多前
书九：22）
而“救些人”正是我们所面对的现
实。被拣选的人，确实没错。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在犹太人
归主协会芝加哥分
会服务时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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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艾弗拉姆时的情景。他的妻子
是一名犹太信徒，不过艾弗拉姆，
一位以色列人，是一名坚定的无神
论者。他还是想让我给他展示在《
希伯来圣经》中说明耶书亚是弥赛
亚的地方。
所以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的每周，
当他的妻子和女儿参加当地的弥赛
亚会众时，艾弗拉姆和我将见面喝
咖啡并学习圣经。我们进行了许多
极好的讨论，对我来说那像是真的
进步突破点。经过了一整年的圣经
学习，艾弗拉姆的工作让他回到了
以色列。他还不是一名信徒，但也
不再是一名无神论者。我和艾弗拉
姆保持着联系。当我每次到以色列
的时候，我都会和他和他的家人共
度一段时光。
一天他从以色列打电话给我说：“
大卫，下次你来以色列的时候我想
让你给我施洗。”不用多说，我非
常激动并见了他。
我们在有一些温泉（还有
许多鳄鱼）的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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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附近的公园里呆了一个下午，
当我们在温泉池里一起坐着的时
候，我让艾弗拉姆和我谈谈他信
念的旅程。他绝对向信念走的更
近了。他现在相信耶稣确实是弥
赛亚。不过对于艾弗拉姆来说，
那意味着耶稣是一位非常特殊的
人——但还不是上帝之子。
“对不起艾弗拉姆，不过我不能
给你施洗，还没到时候，”我告
诉他。我想让你读完约翰福音，
然后标注每句耶稣说有关他是谁
的话。等你做完后，再给我打电
话。
这又花了艾弗拉姆一整年的时间
来完成这个任务。但当他完成
后，他给我打了电话，并向我确
信，耶稣就是祂所说的人，弥赛
亚，上帝之子，世界的救主。
哈利路亚！在我下次去以色列的
路途中我有幸给艾弗拉姆在地中
海施洗，在他妻子和女儿欣喜地
注视下。我请了一位在当地弥赛
亚会众的长老和我一起给艾弗拉
姆施洗，来确保它和一个当地的
团契联系起来。那位长老还在给
一个每周在艾弗拉姆家里集会的
小组讲授。被拣选的人。这不是
很值得吗？
作为耶书亚的信徒，我们
保证，我们讲道并思量
弥赛亚的回归，丰收
的主——即便丰收是
被拣选的。但丰收就
在现在。很快，将会
有伟大的，最终的收
获——不是谷粒，是
上帝收获的灵魂。
之后我们将进入只有
那些辛勤劳动并且未
被收获谷物的困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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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倒的人才能获得的快乐之中。
我们必须走进并在上帝的田地里
劳作，好让别的人知道祂。之后
听到丰收的主将会是多么大的快
乐，“做得好，良好忠实的仆
人！”
我想听到这些话语。我相信你也
想。所以你现在会在这被拣选的
人的事奉中再次加入我吗？你会
和播种者一起，散播祂的良种
吗？去用关心和耐心培养它，并
和回应信念的人一起经历收获的
大祝福吗？
我非常感激你想听听我们讲的
话，你们其中的一些还捐赠并展
示了你们想和我们一同走进这条
犹太人走进救恩的崎岖的路径的
决心。
我非常高兴地宣布由我们欧洲事
奉董事阿维•斯奈德所写的一本
精彩的新书已经出版了。它在解
释这旅途这件事上比我所见过的
任何东西都做得好。
在这本书中，有趣地叫做《犹
太人不需要耶稣&其他的错误概
念》，阿维清楚地写出了圣经其
实是述说犹太人救恩的...粉碎了
由犹太人以及许多基督徒所相信
错误概念——犹太人不需要耶
稣…并大胆的提出了众多基督徒
选择不见证犹太人的真正原因。
阿维有力的指出了这不仅是权
利，也是每个耶稣信徒的义务去
向犹太人宣扬弥赛亚。
请再次为支持我们合力进行的工
作而奉献。
你今天能发送一份礼物来帮助我
们正在进行的事奉吗？你愿意用
背面的优惠券或出现在我们邦迪
中心的商店里来买一本阿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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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我们向每份礼物的支持致以
最诚挚的感谢。我向你保证你会
因每份礼物对犹太人归主协会所
做的巨大贡献收获我们新的感
激。
感谢你，愿上帝保佑你。
你以收获之名的同胞，
大卫•布里克纳
执行董事
P.S.    在五月30号，五旬节——圣
经中收获之节，或叫圣灵降临
节，将会开始。请现在就奉献一
份特殊礼物并加入我们祈祷一个
在上帝拣选子民中伟大的收获。

捐款信息（Donations）：
澳大利亚：NAB. BSB 082.067
账号： 46.072.8465
纽西兰（新西兰）：BNZ. BSB
02-0484.
账号： 0106273-000
新加坡:：OCBC.
户名: Jews for Jesus
（犹太人归主协会）
账号：581.252.897.001
我们也接受基督徒通过PayPal,
信用卡或TT的捐款。

Messianic
Resources
Jews Don’t Need Jesus
& Other Misconceptions
by Avy Snyder
Reflections of a Jewish believer
Cost $24

Bumper Sticker s

Comes in varied color
rfect
combinations. 30 cm. Pe
a car
for a brief case or back of
$4
(bumper sticker). Cost

The Holocaust, Where was God?

by Art Katz
Jewish believer Art Katz’ thesis is that the Holocaust is
judgment by God on the Jewish people
for living as if there were no God. A
powerful consideration. If God judged
us Jews then, what will He do to us
in these days as we continue to live
godlessly? You will be challenged and
you will find some serious answers to
the most basic of questions.
Cos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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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40 years of
Messianic Music)

CD. Take an exciting
journey through 40 years
of Messianic music with
this vibrant collection
of 18 digitally remastered Jews for Jesus
favorites! You may recognize some from
your vinyl record collection, or you may be
learning to love Messianic music for the
first time. Either way, have a fresh listen to
a timeless genre of music that exalts the
Lord in a Messianic way! Cost $27

Christ in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by David Brickner
Get in touch with the Jewish roots of
your Christian faith as you learn the
meaning behind Jesus’ claims to be
the “living water” and the “light of
the world.” Also included is a helpful
glossary and index and a sample worship
service for your church or home group.
There are also directions on how to build
your very own tabernacle or “sukkah”
as well as traditional recipes to enjoy
during the harvest festival. Cos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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