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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一席谈

David Brickner
（执行主任）

信

耶稣的人和别的人具有
同样的软弱，但我们并
不要用世人认为理所当
然的行为彼此相待，而是要反映出
不一样的标准。
当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
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
门徒了”（约翰福音13:35）的时
候，祂就隐含着这样的期望。这意
味着就算是在耶稣的门徒中间，若
要彼此关爱也是需要付出真诚的努
力的。
当彼此意见一致的时候，彼此相爱
似乎是自然而然、甚至是轻而易举
的；可是在意见相左、难以调和的
情况下，爱该是何等超越自然、非
比寻常啊！然而耶稣说的是“众人
因此就认出”。如今，世人能有多
少机会目睹这种超自然的爱？
我曾亲眼目睹了南非那令人惊叹的
不流血的政权更替——一个奉行种

族隔离政策的白人政权交班给如今
代表大多数的黑人政权。我永远忘
不了有幸亲临约翰内斯堡见证尼尔
逊•曼德拉从罗宾岛监狱得释放的
那一天。我看到图图大主教与德•
克勒克总统怎样联手建立了一个“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使得公义与
宽恕得以同时实现。你尽可以表达
对当前南非局势的失望，但却无可
否认——正是基督徒对爱与自由的
委身为这惊人的历史转折提供了能
力和可能性。
我还听到另一个同样意味深长的
个人故事：因着大屠杀幸存者Rose
Price和Corrie ten Boom的宽恕，
一些前纳粹施害者终于领受到因信
救主耶稣而来的上帝超然的赦免。
正如这两位谦卑的姐妹所说，她们
怎么能够不饶恕那些与自己同蒙一
位救主拯救和赦免的人呢？从人的
角度来看，她们恩慈的回应似乎大
为不公，有不少人觉得简直匪夷所
思。人们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他

们不明白耶稣所彰显及要求我们效
法的那种爱。这爱不是出于天然，
也并非人力所能及；然而按照弥赛
亚所说的，正是藉着这样的爱，众
人才会认出我们是属祂的。
当前，我们手中正握有一个能让“
众人认出”我们身份的绝佳机
会——只要我们愿意抓住它。我所
指的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基督徒
彼此和解的可能性。以色列与巴勒
斯坦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被时常记
载于历史的篇章，在报纸和电视上
广为报道。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都曾
试图介入进行调解，但在达至持久
的和平方面收效甚微。然而，因着
上帝爱的力量，耶稣却能把那不可
能的事变为可能。
当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能够对彼此
说“我奉耶稣的名爱你”之时，众
人都将得知、举世都必看到福音使
人和解的大能。十字架与空坟墓的
事实已使这成为可能，但教会中却

有很多人在不自觉地削弱神在当今
世界这项大能的工作。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基督徒都是受
逼迫的少数族群。他们共同的信仰
以及受到各自社区排斥的处境本应
该让他们互相扶持。然而遗憾的
是，由于神学和政治观点的差异，
即便在许多并未直接卷入冲突的基
督徒当中，和解也难以实现。更可
惜的是，由于基督徒们对这一方或
那一方的实际支持，结果加剧了这
两个少数族群之间紧张的态势，而
他们本该是尊圣灵为首的盟友。

责往往超过对方所受到的敌视。
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的话音再次
响起：“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了。”（约翰福音13:35）有一条
更好的道路，而基督徒们必须在观
望的世人面前将这道路展示出来，
好叫众人因此就可以认出。
那么，“这”在当前争吵声不断的
情况下如何实现呢？藉着和解。和
解的本意就是只能发生在持相反观

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我们这些专做
犹太人事工的人常会想要应声谴责
那些为受围困的巴勒斯坦人说话的
人。也许对有的人来说，似乎有必
要这样做以显示对以色列及整个犹
太人群体的支持，反之也获得他们
的欢心。而另一些人则因坚持自己
末世观的正确性而觉得必须坚决抵
挡“取代论”的“恶魔”。可是，
如果不小心的话，如果只是想要贬
低“另一方”，我们就有可能侵蚀
掉两方的基督徒所可以站立的那条
狭窄的中间地带——对居住在冲突
地区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基督徒来
说尤其如此。
那些偏向巴勒斯坦一方的人亦面临
类似的试探。在基督徒们日益认同
扶助弱者、伸张正义之异象的背景
下，为受害者鸣冤的旗号已然成了
雄辩的法宝。一个旨在赢得基督徒
的同情以促其加入巴勒斯坦阵营的
公关行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本
身并不是坏事。然而，当基督徒名
人被寄予希望去关怀受压迫的巴勒
斯坦民众时，他们常常也被认定
为反以色列的，因为据说是以色列
一手制造了巴勒斯坦的苦难。看起
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都各有相应
的基督徒群体在支持，双方的论调
都仿佛“对方”在苦难面前只有自
怨自艾的份。于是，夸大和歪曲事
实的现象就在两边继续。
最糟糕的是，当有巴勒斯坦人或以
色列人想要坐下来听听另一方的说
话时，他们就会被认为是怀疑、甚
至背叛自己的同胞。事实上，那些
想要寻求和解的人所遭到的尖刻指

点的个人或群体之间。我们不能通
过仅与自己所认同的个人或群体交
往而将其实现，而是必须迈出步子
去爱那些观点与我们相左的人。其
次，我们需要愿意坐下聆听对方的
声音，从而达至清楚的沟通和了
解，并让基督的爱成就我们靠自己
所无法完成的事。一同坐下来、一
起祷告、一起用餐、同领圣餐——
这些都是爱的行动，是基督徒开始
和解之旅的告白。这真的能帮助众
人认出来。
此刻，我们犹太人归主协会的同工
和义工们正在包括以色列Haifa在
内的一个地区开展传福音的行动。
在这混杂着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及
俄罗斯移民的庞大多元的社群中，
我们的团队上街分发单张、与上帝
在其心里动工的那些人个别交谈。
此次行动的负责人是犹太人归主协
会的同工Peter和 Moti。Peter是
阿拉伯人，而Moti是犹太人，随行

牧者则是一位阿拉伯弟兄，他所牧
养的会众主要由归信耶稣的犹太人
组成。
这次的“看哪你的神加利利行动”
只是让我们品味一下将传扬福音与
努力实现巴以和解结合起来所带来
的可能性。当福音成为我们彼此相
交的基础时，我们就真的有和解的
希望。任何的议题在传福音的使命
面前都只能退居其次，而福音的本
质则意味着我们会愿意坐下来聆听

那些爱耶稣的人并与之交谈，即使
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政见或末世论。
当我们准备好放下所有次要的议题
去爱去聆听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真
正谈到和解；那时，也只有到那
时，众人才能真的认出我们是耶稣
的门徒。

相关链接：
“Peter与Yarden夫妇的见证”
http://www.jewsforjesus.org/
publications/havurah/10_3/4.

DVD Forbidden Peace:
j4j.co/forbidden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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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热心于让犹太人听到
福音？或许你可以与我们
同工。我们既需要义工帮
助各分支机构和前哨，也欢迎帮助
我们尚未涉足的那些区域。那些经
过特别训练的犹太人或非犹太人义
工，我们称之为“在弥赛亚里的同
工”（CLIMs）。有的同工帮助补充
福音行动中所缺的人手，有的在我
们的宣教士外出开展“基督在逾越
节之旅”的时候加以辅助，有的代
表我们参加宣教会议，还有的以我
们的名义组织查经或到教会进行推
介。这些不平凡的人们是我们的眼
和耳，在我们尚未设立分支或前哨
的社区，他们还是犹太人归主协会
的延伸。

新加坡的CLIMs在计划下次的外展。

所谓“在弥赛亚里的同工”，就是
像你这样的朋友——在福音前沿或
是隐身幕后，按照自己的恩赐和优
先次序，不遗余力地充实我们的能
力，好叫耶稣之名传扬开去。

悉尼的同学们开心地聚在一起/准备外出传福音。

比如说，在福罗里达州的Cape Canaveral和我们同工的Ron McDevitt
日前报告说：
福罗里达州科技学院邀请我每周一
次在他们的学生中心开设“犹太人
归主协会专台”。作为该校主要的
就餐地点，这个学生中心在中午
时分到处人来人往。我在那里摆开
桌子，把一个大大的“犹太人归主
协会”标志和许多文字材料放在桌
CLIMs在课堂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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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生们特别喜欢去年“纽约
之夏见证行动”期间我们分发的
各色明信片。
我有机会向很多犹太学生分享福
音，而他们的反应十分热烈。在
排队购买三明治的时候，我听到
有人在我背后说道：“我好喜欢
你的（犹太人归主）T恤。”我转
过头，看到两个属于Hillel——
全世界最大的犹太人校园组织的
学生。
他们两位都听了我分享自己作为
犹太人为何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
见证，又从桌上拿了一些材料，
然后告别离开学生中心。
上个月我还应邀在这间大学进行
演讲呢！学生们前来提问、攀
谈，足有两个小时，效果非常
好。请为我们能在这间学校继续
外展而祷告，因为我预计将来会
遇到强大的阻力。赞美主在（美
国）东岸佛罗里达中部所开的这
一切门！
以下是来自其他一些CLIMs的花
絮：
Norma Nill（网络CLIM*，即主持
犹太人归主协会在线聊天室的受
过训练的义工。）
“有一位年轻的东正教徒来到聊
天室，说他越来越信服耶稣就是
弥赛亚。在讨论中他和聊天室里

的其他人说起了希伯来话；当我
感叹说如果多懂一点希伯来话就
好了时，他说：‘我可以教你希
伯来话，只要你教我关于耶稣的
事。’在那晚稍后的时间，他祷
告接受了耶稣。”
Greg Rosenberg
“在德国柏林的外展行动中，我
跟许多犹太人讲到弥赛亚，并向
那些想要更多了解上帝的人赠送
圣经和印刷品。有的人留下了姓
名和地址以便进一步交流，其余
的在谈话后则保证说会去好好读
圣经。”
Brook Kittel
“一月初的时候，我满怀热忱地
参加了把福音带给洛杉矶犹太人
的行动。我们先后在洛杉矶的几
个繁华地点及UCLA校园传福音、
分发单张、支搭摊位。自从以前
几趟以色列之行后，我还没在那
么短的时间里跟那么多的犹太人
分享过弥赛亚呢。”
CLIMs能够发光发热的领域在不
断增加，因为外展的方式也越来
越多。也许你的恩赐在于编读邮
件往来，或是写博客、推特……
等等。你的技能总有用武之地，
为要将福音带给犹太人！

犹太人
归主
协会

总部：澳大利亚悉尼
925信箱
电子邮件：
mail@jewsforjesus.org.au
网址：jewsforjesus.org.au
各国分支：巴西、加拿大、
法国、德国、以色列、俄罗
斯、南非、乌克兰、美国、
英国
澳 大 利 亚 联 系 电
话：+61.2.9388.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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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484.
账号： 010.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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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日内
瓦的祷告
回应报告
在

瑞士日内瓦开创事工的
Stephen Pacht日前发回
报告说：

当我对人说，以色列的法律在某些
方面对传福音的宽容超过日内瓦
时，很多人根本不相信。有些基督
徒误以为传福音在以色列是非法
的，而另一些人则以为在日内瓦有
完全的自由——毕竟，日内瓦的所
有市民都以此地在改教时期曾经荫
庇过加尔文及其他基督徒为荣。
今天的日内瓦是一个拥有骄人国际
地位的多元文化城市。她代表着和
平及惠及人人的福利，是建立在瑞
士永久中立国地位上的一个理想平
台。“宽容”向来是对这城市宗教
和政治自由的准确形容。
然而，如果说瑞士人人平等的话，
那么有的人要比别人“更平等”。
有一种感觉，就是世俗媒体对基督
徒的偏见与政府官员对公开传福音
的反感正与日俱增。
我们一到达此地，警方就要求我们
停止在市区“散布宣传品”。他们
寄来正式文书警告说，若再继续的
话就将面临严厉的处罚。这促使一
位基督徒律师回函，坚持申明我们
拥有分发免费印刷品的权利。从这
以后，警方似乎不再管我们，但却
继续阻止别的人分发宣传品。现
在，大街上只有我们在分发单张，
仿佛获得了权威部门的正式批准一
般！
维护我们的权利是很重要的。我认

后来归信了基督。Abra毫不推辞地
收下了这本书，过后我又给她寄去
了《约翰福音》单行本。

为，有些基督徒出于对谦卑和顺服
的曲解而容让掌权者违法侵害他们
传讲基督的自由。我们可以学效使
徒保罗的榜样，他在该撒利亚被捕
时也向凯撒提出上诉（使徒行传25
：11）。这举动不是为了救自己肉
身的生命，而是为了传扬那在基督
里的永生。
城市中心是向各色人等传讲基督的
绝佳地点，非常值得我们努力维护
这传福音的权利。在过去一年里，
成千上万的日内瓦市民及前来公干
旅游的访客都收到了我们的印刷
品。我们也常有机会和犹太人、非
犹太人以及一些穆斯林对话。
有一位年轻的穆斯林Abra（化名）
对我们身上印有希伯来文和法文“
耶稣是弥赛亚”字样的T恤表示好
奇。我身边“刚好”有一本书，标
题是《耶稣与穆罕默德》，作者曾
是一位虔诚的埃及伊斯兰教领袖，

日内瓦的犹太人大多抱持相当自由
的宗教观。西门，一位三十岁出头
的银行家，自身对耶稣很有兴趣，
但挣扎于其法国妻子以前学校民族
主义色彩的天主教规条。Marc，同
样三十岁出头的犹太人律师，已经
愿意与我邮件往来。Jesse，出生
于土耳其的犹太人，在日内瓦从事
房地产业超过三十年，几年前曾与
遇到的福音派基督徒热心倾谈，但
后来失去了联系。他与我已经见过
面，也有进一步的交谈，只是很遗
憾看到他对耶稣的了解堕入了神秘
主义的观念。但只有上帝知道每个
人的故事会怎样收尾；能有自由公
开服事以结识这些人，本身就是神
对祷告的回应了。
时间会告诉我们哪些心灵是上帝所
触动的。请为我们的工作祷告，
让我们有在日内瓦继续传福音的自
由。我们多多播撒福音的种子，祈
愿上帝在祂所定的时间带来丰收。

日内瓦前哨负责人Stephen Pac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