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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mmash是谁?
Shammash 是一个希伯来文词语，
意为“仆人”。在犹太人群体
中，shammash 通常指的是会堂司
事——管理会堂设施、维持设备正
常运转的人。在中世纪，这个词代
表的是一个较为显要的职位。那
时，shammash负责协助祈祷，带领
崇拜仪式，甚至还负责执行犹太人
领袖所作的判决。
Shammash 这个词也指在圣殿节
的八个夜晚（今年是十二月8日
至16日）所用的烛台上的第九支
蜡烛。在节日期间的每一个晚
上，shammash首先被点燃，然后再
用它去点燃其它的蜡烛。
因此，shammash 不仅仅是一支蜡
烛，它更是一位发光的仆人，让圣
殿节所有的蜡烛从它得光。正因如

此，它夺人眼目之处在于其光之华
美、意之深远。它代表的远不止
于“简朴的蜡烛”，而是一位“特
殊人物”。
shammash 在整个烛台上通常占有
特殊的一席。有时它被置于略高出
其它蜡烛之处，有时则被放置于其
余一排八支蜡烛之下。我个人更喜
欢后面这种布局。毕竟，仆人是不
应该占据显要位置的。而正是在这
一点上大有文章可做。
正如会堂司事曾被认为是一个比
较重要的角色一样，圣殿节的
shammash也被视为更具有深远的属
灵意义，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圣殿
节与圣诞节的关系时。

相对于仆人在许 David Brickner
多文化中的卑微 （执行主任）
低下的地位，神
使仆人、尤其是
某一类仆人的角色得以提升。圣
经揭示出“耶和华的仆人”那非
凡的重要性。Shammash的形象直
接指向圣经里的这一概念。这位
shammash、“耶和华的仆人”是
谁呢？
首先，“耶和华的仆人”是一个特
别的称谓，印证了这个人与神的一
种独特的关系。神曾称约伯、亚伯
拉罕、摩西、约书亚和大卫等人
为“我的仆人”。这头衔表明神与
这些人有着某种亲密的关系，以及
祂对他们人生的一个特别的呼召。
在今日的文化中，我们通常不会觉
得仆人是一个叫人艳羡的角色，

但在圣经的时代，能做“耶和华
的仆人”却是极大的荣幸和崇高的
召命。
第二，神也用“耶和华的仆人”来
称呼以色列民族，多次提到“我的
仆人雅各”或“我的仆人以色列”
。这不代表每一位犹太人都像亚伯
拉罕、摩西和大卫那样与神有着亲
密的关系，而是意味着以色列是一
个蒙拣选的民族；神拣选了以色列
这个民族作为实现其计划的器皿，
无论其中的个体与祂关系如何。
以色列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神的选民
和仆人，这并不保证所有的以色列
人都会事奉祂，也不保证他们都会
与祂有个人的关系。我们基督徒在
思考当今犹太人的状况、以及每个
个体对神及神的救恩不断的需要这
些问题时，这一点是尤其需要明
白的。
第三，圣经中的“仆人”一词也被
用来预言将来的弥赛亚。比如，诗
篇89的作者提到“我的仆人大卫”
，说的并不是大卫本身，因为在写
作这诗篇时大卫早已过世了，而是
比大卫还要伟大的大卫的后裔，神
已应许他将永远坐在以色列的宝座
上。毋庸置疑，这里所说的大卫指
的正是将要来的弥赛亚。同样，以
赛亚所说的也不只是神的仆人以色
列，而且也是比以色列更伟大的子
孙，即弥赛亚。

正是藉着这位“仆人”，神应许
要“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
中得保全的归回；我还要使你作外
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
到地极”（以赛亚书49:6）。那实
在是一个极高的地位，而圣殿节的
shammash让我们想到这关乎弥赛亚
的应许。他要做列邦的光，并向万
民施行神的救恩。
事实上，犹太人被指示要把烛台放
置在家中窗台上的显要位置以便众
人都可以看见；因为那是一个记
号，代表着我们对将来的弥赛亚
持久的信心。那就是为什么福音
书中特意记载了主的使者吩咐约瑟
要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取名叫耶稣（
或约书亚，二者同），意为“神的
拯救”（马太福音1:21）。也因为
这个原因，当西面第一次看到婴孩
耶稣的时候就宣告他实在是“照亮
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
耀”（路加福音2:32）。
耶稣就是那位仆人，祂生于卑贱，
为要被高举起来叫众人看见。正是
藉着祂，神的光要在全世界无数人
的心里被点亮。祂就是神的仆人；
因为祂是，所以我们也是。耶稣曾
对门徒说：“你们是世界的光”（
马太福音5:14）。你认为这对我们
跟随祂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使徒保罗深深明白这一伟大的真
理。他在解释自己蒙召做外邦人的
使徒时，说这正是应验了以赛亚的
预言：“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
说：‘我已经立你作外邦人的光，
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
使徒行传13：47）
保罗把自己全部的事工看做是部分
应验以赛亚书49章的预言，这是多
么让人吃惊啊——但他的意思确实
如此。他其实在说：“我也是耶和
华的仆人！”我们可以有这样的胆
量吗？

我从使徒保罗对这经文的应用上得
到极大的启发。我看到这对我们犹
太人归主协会的事工具有直接的参
考意义。我们也是神的仆人。
这个月，我们的宣教士们要出去在
世界各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传讲
关于弥赛亚的好消息。在纽约的
Macy’s、伦敦的Harrod’s、耶路
撒冷市中心的Hamashbir，以及悉
尼繁华的Westfield购物中心，我
们都将散发福音册子！
我们所做的，是邀请人们藉着信靠
神的仆人耶稣来与神和好。人生还
有比这更高的呼召吗？我认为没
有。然而，这其中最精彩之处在
于：只要你认识耶稣，祂就邀请
你也来做祂的仆人。我不知道你的
人生季节将会留下什么、你会去到
哪里、与谁交谈，也不知你会怎样
度过2012年最后的一个月。在我看
来，倘若真正明白这个特殊时节的
意义，我们就会毫无疑问地确知自
己在这神圣时节所扮演的特殊角
色——我们是世界的光，我们同样
蒙召作神的仆人。

若想更多了解圣殿节，可登
录：
http://www.jewsforjesus.
org/judaica/Hanukkah
其它参考网页：
www.jewsforjesus.org.au
http://www.jewsforjesus.
org/publications/
newsletter/2008_12/03
http://www.jewsforjesus.
org/publications/
newsletter/1999_12/
reflections

各地简讯
以色列
Oded Cohen 报告：最
近，我给Dan（化名）打
电话，告诉他说，他请我
们寄给他的那本书（是关
于耶稣的）被退了回来，
原因是“地址不详”。早
前他曾担心我们忘了给他
寄这本书。他就问说能否
亲自见面把书交给他，并
且开始引导他来读。
Dan曾受过严格激进的犹
太教教育，但后来将之完
全弃绝，并经历了一段不
信神而自暴自弃的时期。
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对神
说：“好了，你要不就让
我死，要不就让我知道你
真存在！”神给了他一个
启示，显明神是真实的，
并且深深地爱他。于是，
他开始在互联网上阅读有
关耶稣的内容，并找到了
我们的网址。
我们又约了一个时间见
面交谈，但Dan却没有出
现。后来他跟我说，他去
到了我们约见的地方，但
是看到有一些认识的人在
那儿，所以他不敢跟我碰
头。他提出能否在隐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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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地方见面，最后终于
如约而至。现在，Dan正
自己研读神的话、了解圣
经。他深深地被吸引，正
在认真地寻求真理。请为
他祷告，愿他早日找到他
的弥赛亚！
洛杉矶
Cyril Gordon报告：有一
位犹太人基督徒打电话来
请我们去探访一位名叫
Sandy的犹太妇女，她已
经病情垂危，需要在临终
前与神和好。打电话来的
姐妹是过去几年来护理
Sandy的人。她已尽力服
事Sandy，可是担心如果
在信仰方面说得太多的话
会丢了这份工作。
我立刻前往探望。感谢主
给了我们一线机会——
Sandy听到耶稣基督的福
音便与我一起祷告接受祂
做救主。在整个过程中，
她的护理员一直待在我旁
边，静静地向主倾心吐
意，简直无法相信眼前发
生的事。Sandy微笑着，
感谢我驱车两小时专门去
看她。第二天，我得知那

位护理员并没有失业，而
Sandy则睡了久违的美美
的一觉…… 赞美神！
悉尼
Rahel Landrum报告：我
去探访Judy——一位90多
岁的犹太老太太。她因受
伤住院正在恢复。我们谈
到耶稣基督，看样子Judy
的反映不错，我期待能继
续跟她分享福音。她的哥
哥最近也刚信了耶稣！请
祷告，求神让我有更多时
间与Judy分享圣经经文，
让她可以认识到自己对弥
赛亚的需要，并让她的哥
哥在神的爱中成长。
Julia 报告：请为Jacob
祷告，他是前来光顾我们
书店的一位年轻的犹太人
学生。他说自己已经多次
路过，最终鼓起勇气走
了进来。他请我跟他讲讲
耶稣！我们一起看了犹
太先知书中关于弥赛亚的
篇章，尤其是以赛亚书53
章。Jacob坦率地提了一
些问题。他说他在寻求真
理，并且高兴地收下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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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送给他的圣经。求神向
这位年轻人彰显祂自己。
布达佩斯
Kata Tar 报告：我们第
一次身着在匈牙利印制
的“犹太人归主”的体
恤衫外出。在乘地铁返
回的途中，一位坐在车
厢另一头的年轻女士（以
下称“A”）看到我们的
体恤衫，便过来跟我们搭
话。她一脸兴奋地用匈牙
利语问道：“请问你们
在哪里聚会？”“A”是
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犹太
人，正在上拉比训练学
校。她把自己的联系方
式给了我，以便再约见
面。当我问她为什么会去
拉比训练学校（信耶稣的
人在那里至少是不受欢迎
的）学习的时候，她很自
然地说：“因为我是犹太
人啊。”见到犹太人基督
徒，她显得很兴奋，大概
是因为她在犹太人和基
督徒当中都感到有些孤独
吧。请为她祷告，希望她
能找到作为一个犹太人基
督徒从神而来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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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的感恩能够转化我们。无论我们与神同行到了
何处，感恩的行动都能带给我们极大的改变。这怎
么说呢？

感恩使我们与恩典迎面相遇
真诚的感恩意味着我们必须鸣谢一切美好之事的源
头。每一样的恩赐，不管是一所新房子还是一个新
朋友，都在在显明赏赐的那一位深知我们是谁、
什么对我们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若有真诚的感
恩，我们就会确知并忍不住地传扬
说：神对我们的仁慈实在过于我们所
配得的。而这又将带来第二个改变。

感恩使我们谦卑

感恩节感言

骄傲是与自满自足的心紧密相连的。
当我们真心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来自于神的时
候，骄傲便消失无踪。心存感恩的人知道我们真正
的力量在于一个事实——全能的神邀请我们来倚靠
祂。我们若认识到自己所领受的其实远远多于本身
所配得的，骄傲之心就将土崩瓦解。
同样，恩典也与谦卑紧密相连。也许，神之所以
赐恩给谦卑的人（箴言3:34，彼得前书5:5），就
是因为他们心存感恩。人既不理解、也不欣赏的东
西，何必给他呢？

感恩使我们有动力
那些没有属灵动力的人通常缺少一样东西，就是感
受神之真实的能力。是啊，那唯一能够带给我们属
灵动力、使我们信心大增的，就是感受神的真实可
靠；而可能最通达的路径，就是藉着赞美和感恩之
途。
若要知道神是怎样的，并知道祂赏赐那些寻求祂的
人，我们就要看到祂在我们生活中的种种作为，需
要留意、数算和记录祂所赐给我们的诸般益处。没
有这种感恩的行动，感恩的态度最终也将枯竭消
逝。

强化我们的感恩
如果一个人想要强化感恩的行动，他/她可以做些
什么呢？你会做什么呢？很多人想买的只是廉价的
属灵光景——只要马马虎虎过得去又不用付很大代
价就好。然而，神已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可靠的方
法来强化我们对祂的感恩，那就是藉着奉献。如果
神仿佛很遥远而你想要靠近祂，也许你需要作一个
奉献。
所谓奉献，就是一个发自感激之心的切实可见的礼
物、工作或行动。这样的奉献能带我们进入与至高
者的契合。它重整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重新排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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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次序，帮助我们上到更高的境界。奉献能让我们
感受到神的真实。
当我还坐在执行主任位子上的时候，有时会为一些
人感到过意不去——他们为了要慷慨无私地奉献给
犹太人归主协会而舍弃一些连我和我的家人都未舍
弃的事物。
有一次，一位靠退休金为生的先生奉献了一笔数目
可观的金钱。我因担心他会因此衣食无着而把这笔
钱退还给他。我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境况还
不至于那么窘困，他比我们更需要这笔钱。
在回信中，他义正辞严地提醒我说，这笔钱不是奉
献给犹太人归主协会，而是奉献给神的；我是否安
乐富足与他毫无关系，他一生中已经多次向神作过
这样的奉献。他甚至建议说，如果我为此感到不安
的话，也许应该省察一下，看自己该奉献些什么。
从这位先生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一个人必须要仰
望神、求问祂容许我们作出什么奉献。不是随便什
么人大力奉献都能得神悦纳的。一个温馨感人的感
恩行动可能是这样的：带着你的全部、你的所有、
你的生命，来到神的面前，面带微笑说：“请问
您容许我把什么献上给您，以表达我的感激和敬
爱？”至高者亦面带微笑说：“如果你真想这样做
的话，这个（祂会向你指出）挺好。”

http://www.jewsforjesu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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