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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與救恩

上帝拯救世人的計劃中，包括揀選猶太人／以色
列人，主耶穌在與撒瑪利亞婦人談道時親自說：
「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4：22）因
此，上帝要透過以色列人去祝福萬國萬民：「我
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
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
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
要因你得福。」（創12：2-3）同時，上帝也要
透過以色列人去彰顯祂的榮耀：「你們要稱謝耶
和華，求告他的名，在萬民中傳揚他的作為。」
（歷上16：8）果然，聖經、救主和教會都是從
猶太人而出，猶太人也與末世預言的應驗有莫大
關係。

撒旦也知道猶太人與救恩的關係

因此，在歷史中撒旦不斷要逼害和消滅猶太人，令救恩無法完成。在末世撒旦
知道時日無多，對猶太人的攻擊更是厲害。啟示錄12章中預言龍(撒旦)迫害婦
人與她的後裔（要吞吃她的兒子）。魔鬼要迫害（甚至消滅）猶太人（包括耶
穌）的歷史，聖經與世界歷史都有清楚的記載.

 撒旦在歷史中的滅猶詭計

引言

聖經（以賽亞書14章，以西結書28章）告訴我們，魔鬼是墮落的天使, 它墮落
的時候帶著一些天使成為邪靈, 他們從此與神為敵. 故此，天上屬靈的爭戰在人
類還未被造之前已經開始.

上帝造按祂自己的形像造人（創1：27）, 並且賜給榮耀的身體和無上的尊榮,

（詩篇8：你叫他比天使（或譯：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你派
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海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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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可能因此引起魔鬼的妒忌, 因此魔鬼引誘人犯罪離棄上帝, 與上帝的關係破裂. 在
猶太人仍然未出現之前, 魔鬼已經是人類的敵人, 只不過猶太民族因為特別被上
帝揀選,魔鬼就更加針對加害.

我要分六個時段來講解。

第一個時段是在亞伯蘭被揀選之前, 魔鬼已經迫害人類, 要徹底摧毀人與神
之間親密的關係.

第二個時段是亞伯拉罕被上帝揀選, 成為猶太民族的始祖, 之後以色列人遷
到埃及避飢荒, 後來出埃及入迦南, 直到大衛王與所羅門王時代, 是猶太人全
盛時期, 但在這一段時間魔鬼也沒有放過他們.

第三個時段是以色列分裂為北國以色列和南國猶大, 兩國先後滅亡, 猶太人
進入長期亡國, 受了許多痛苦, 甚至差一點就被種族清洗, 這些背後都有撒旦
的工作.

第四段時期由耶穌基督降生開始, 直到他被釘十字架, 受死, 復活, 升天. 魔
鬼在這段時間亦相當活躍, 並且要煽動猶太人殺死耶穌, 撒旦以為置耶穌於
死地便可以摧毀救恩, 結果卻是因為耶穌基督的死為我們帶來救恩.

第五段時期是由耶穌升天到今日, 魔鬼依然想滅絕猶太人. 若不是上帝保守
猶太人, 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在魔鬼如此攻擊下依然存在.

第六個時期：將來七年大災難，啟示錄12章中預言龍(撒旦)迫害婦人與她
的後裔（要吞吃她的兒子）。魔鬼要迫害（甚至消滅）猶太人。

第一個時期:亞伯拉罕之前（創造至主前大約2千年）

亞當夏娃在伊甸園中被蛇引誘, 違背上帝的命令, 蛇是魔鬼的化身.

人犯罪後, 上帝對蛇說:<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
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 >（創3：15）

我估計撒旦不知道<女人的後裔>是什麼意思, 當時世界上只有一個女人，就是
夏娃, 因此魔鬼很可能要為上帝指的就是夏娃的兒子. 當時夏娃只有兩個兒子:該
隱和亞伯, 很可能魔鬼認定阿伯就是上帝口中說的<女人的後裔>, 所以他用該隱
殺掉亞伯, 以為這樣就解決了與女人後裔的鬥爭. 約翰一書3:12說該隱是屬那惡
者的, 該隱成為撒旦抵抗上帝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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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紀第六章提到<神的兒子們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娶來為妻。
>, （創6：1）神的兒子是誰有不同的解釋, 其中一個解釋是墮落的天使, 也就是
邪靈, 也可能是邪靈附在一些人身上. 用這個解釋的話, 這可能是魔鬼使人類變種
的手段, 創世紀6:4說地上生出了<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這些可能是變種的人類.

這些變種人可能在洪水當中滅亡, 也可能被關在無底坑（啟9：1 9:1第五位天使
吹號，我就看見一個星從天落到地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它。它開了無底
坑，便有煙從坑裡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日頭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有
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有能力賜給牠們）。 無論是那種解釋，人類是得
以保存.

創世記第十一章記載洪水過後, 人類在地上逐漸繁殖, 他們變得驕傲, 要建巴別塔
到天上去, 上帝於是變亂人類口音,人類就開始散開世界各地.

第二個時期:由亞伯拉罕到所羅門王（約一千年）

當人類散開世界各地, 上帝要拯救世人, 首先要世人認識上帝, 上帝選擇的方法是
揀選一個人, 然後從這個人開始一個民族, 救恩就從這個民族而出, 上帝要祝福這
個民族, 也要將他的祝福透過這個民族帶出全人類.

撒旦雖然對上帝整個救贖的計劃不完全清楚, 但他看到上帝特別揀選以色列人/

猶太人, 所以他就與猶太人為敵.亞伯拉罕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多子之父>, 但是亞
伯拉罕到了一百歲都沒有兒子, 他號稱信心之父, 卻是對上帝失去信心, 所以先生
了以實瑪利, 這個當中亦是撒旦的詭計, 讓以實瑪利的後裔世世代代與猶太人為
仇.

以色列人在埃及，撒旦令法老要殺所有以色列人頭生的兒子，摩西被神保守，
竟得進入法老皇宮。

以色列人出埃及進到迦南地之後, 跟著當地的人拜偶像, 撒旦一直都鼓勵以色列
人離棄神. 士師時代＜各人任意而行＞。

到主前1000年，合神心意的大衛出現, 成為以色列人的王, 是以色列人最強盛的
時候, 但撒旦依然攪擾大衛一家, 他的兒子所羅門晚年拜偶像離棄上帝, 他死後國
家分裂成南北兩國.

第三個時期，由南北國開始直到耶穌基督降生，約九百年。

北國沒有一個好皇帝(19), 全都是拜偶像的壞皇帝, 所以上帝在主前722年透過阿
述人的手滅了以色列國, 十個支派從此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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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國有些敬虔的皇帝(約沙法，約阿施，希西家，約西亞), 但最後在主前586年
被巴比倫所滅, 猶太人此後2000年成為亡國奴, 世界進入耶穌說的<外邦人時代
>, 撒旦以為這就結束了猶太民族.

歷下22：10-12記載了主前800年唯一的南國王室餘種約阿施：亞哈謝的母親亞
他利雅見他兒子死了、就起來剿滅猶大王室。但王的女兒約示巴、將亞哈謝的
兒子約阿施、從那被殺的王子中偷出來、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臥房裏。約示
巴是約蘭王的女兒、亞哈謝的妹子、祭司耶何耶大的妻．他收藏約阿施、躲避
亞他利雅、免得被殺。約阿施和他們一同藏在 神殿裏六年．亞他利雅篡了國
位。

第四時期:耶穌在世 的30多年

耶穌降生，魔鬼用盡方法要將祂殺害：魔鬼令希律王殺兩歲以下孩子。「希律
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裏、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
着他向博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裏的、都殺盡了。」太2：16

耶穌出來傳道之後 , 魔鬼透過猶太人要殺害耶穌 :

耶穌來到拿撒勒、就是他長大的地方． 會堂裏的人聽見這話、都怒氣滿
胸．就起來攆他出城、他們的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
去。路4：16，28-29

這事以後、耶穌在加利利遊行、不願在猶太遊行．因為猶太人想要殺他。
約7：1

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所以耶穌不再顯然行在猶太人中間、就離
開那裏往靠近曠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蓮、就在那裏和門徒
同住。約11：53-54

文士和祭司長、看出這比喻是指着他們說的、當時就想要下手拿他．只是
懼怕百姓。於是窺探耶穌、打發奸細裝作好人、要在他的話上得把柄、好
將他交在巡撫的政權之下。路20：19-20

終於，撒旦利用猶大將耶穌交在羅馬人手殺害，約13：2記載說：喫晚飯的
時候、（魔鬼已將賣耶穌的意思、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心裏）約
13：2

 但很奇怪地，撒旦透過彼得攔阻耶穌上十字架（彼得就拉着他、勸他說、主
阿、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撒但退我後
邊去罷．你是絆我腳的．因為你不體貼 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太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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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在此魔鬼很可能終於明白 , 他要殺死耶穌基督為祂成就救恩, 因此在這裏
撒旦透過彼得去求耶穌 逃避死亡.

 第五時期主耶穌升天之後至到今天 (大約二千年)

耶穌升天後，魔鬼對猶太人的迫害沒有停止，由主後70年提多將軍毀滅耶路撒
冷（1百10萬猶太人被殺），至中世紀十字軍東征殺害許多猶太人，到希特拉殺
害6百萬猶太人，猶太人在世界各地都受到迫害，但神都加以保守，不單沒有滅
種，更在亡國二千六百年間依然保留種族特式，包括：語言、歷史、文化、風
俗、宗教信仰等，1948年以色列復國絕對是個神蹟。 

66AD，猶太人爆發反抗羅馬統治的大革命，戰爭持續至70AD，羅馬大將
提多將軍封鎖耶路撒冷城，攻陷候城中血流成河，超過1百萬猶太人被殺，
聖殿被縱火焚燒，羅馬兵丁把聖殿牆壁的石頭逐一拆掉，好挖取被火熔化
流入石縫中的金子，這就應驗了主耶穌的豫言：「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
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太24:2) 。 從那時候起耶路撒冷一直被外
邦人所佔據踐踏，猶太人從此國破家亡，被逐分散在世界各地達二千年之
久。
135AD，耶路撒冷再爆發大起義，剩餘倖存的猶太人被迫逃出巴勒斯坦而
向世界各地流散。
312AD，羅馬皇帝君士坦丁在主後337年將基督教作為國教，表面是再沒
有逼迫，但其實是開始了魔鬼另一個詭計。基督徒不再受到迫害，但猶太
人繼續被歧視和殺害。當時法律禁止猶太男子娶基督徒女子為妻，違者處
死。357AD，又下令皈依猶太教者和從事猶太宣教活動者均處死，並沒收
財產。
425AD，西羅馬皇帝瓦倫丁尼安三世（Valentininan Ⅲ, 425-455年在位）
宣佈，徹底廢除猶太族長制和猶太教公會。時隔四年之後的429年，他再
次下令，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並將軍隊中的猶太人清除。
主後613年 ，散居在西班牙的猶太人處境最壞，教會領袖極其仇視猶太
人，敦促在西班牙嚴格履行所有反猶太人的條款。國王遂下令強迫國內全
部猶太人改信基督教，接受洗禮。
主後7世紀，魔鬼興起伊斯蘭教，在末世將成為最厲害的反猶勢力，將來伊
斯蘭教國家要與北方歌革（俄羅斯）一同攻擊以色列 （以西結書38，39

章）
700AD，西班牙宣佈奴役猶太人，法國也發生火燒猶太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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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AD，英國開始趕逐猶太人出境，英王獅心理查（Richard Lion-

Heart, ll57-1199）舉行加冕禮時，猶太人被大批屠殺。據說有一千五百狂
熱的猶太人在殺了自己的妻子、兒女之後，縱火自焚，被集體埋於約克城
的宮庭附近。
1095-1291AD 教皇Pope Urban II發動十字軍東征，雖然主要的目的是要
攻打伊斯蘭教，從他們的手中奪回聖地，武裝所謂基督徒軍隊高舉十字架
從歐洲向中東出發，沿途殺害許多猶太人。
1291AD，英王愛德華一世（Edward I，1272～1307）將16萬猶太人驅逐
出境。
1348AD，歐洲「黑死病」爆發，猶太人遭到怪罪與迫害，成千上萬猶太
人受屠殺。
1492AD，「西班牙宗教裁判所」(Spanish Inquisition）設立，無數猶太
人被屠殺，11萬猶太人為了保命逃離西班牙。
1516AD，第一所猶太人集中營在威尼斯設立，猶太人被圍趕到集中營內。
1883AD，當時最大的猶太社區在俄國，俄國設置了少數民族兼管制
（pogroms）之後，500個猶太人村落被搗毀，被屠殺的猶太人達6萬人，
比此大部份猶太人遭到迫害與囚禁，成千上萬人逃離俄國。
1917AD，俄國發生十月革命，俄國南方的猶太人大批被屠殺。
1933-1945，希特勒與其納粹党進行了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計劃。至少有6

百萬猶太人在毒氣室內和在行刑隊槍口下喪生。
1948至如今 – 雖然以色列在1948年5月立國，阿拉伯人不斷要摧毀以色
列，至今將以色列團團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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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巴馬逼害以色列計劃失敗

  奧巴馬當美國總統的時候，對以色列最大的威脅來自美國，美國本來是以色列
的最強支持者，但奧巴馬政府從對以色列疏遠，到透過聯合國向以色列施壓，
令以色列更為孤立。

2011年5月已經公開要求以色列返回1967年前的國界，當時的國界令以色
列無法有效地防禦領土。 

2016年12月23日，聯合國安理會在美國背後安排下，通過2334號決議，宣
佈以色列在領土內建立民居是違法，並將東耶路撒冷（包括聖殿山和哭
牆）訂為屬於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這個提案過去曾多在安理會提出，
都因美國反對而擱置，但2016年12月23日美國投缺席票，故提案以14比零
票通過。從國際法律來說，今天猶太人到哭牆亦屬違法。這個決議推翻了
在於1967年六日戰爭後在安理會通過的第242號決議，該決議訂下了今天
以色列的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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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15日，在還有幾天便下台的奧巴馬總統推動下，在巴黎70個國
家（不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代表）召開的「和平會議」，果然是決定要
求以色列退回1967年六日戰爭之前的邊界，並支持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成為
兩個獨立國家， 亦即所謂Two State Solution。

這個會議的結果有兩件值得感恩的事:

第一，英國不同意這個決定，認為這個決定對解決中東難題於事無補，反
而令雙方關係更僵，更難達成協議。英國有是70個國家中唯一宣佈不支持
的國家，它也是聯合國安理會的成員國，英國不支持，這個會等於白開。  

 第二，這個會議沒有再提之前在聯合國通過的東耶路撒冷屬於巴勒斯坦／
阿拉伯人的決議。這個決議是以色列絕對不肯接受的，堅持要做必定會帶
來戰爭。 

 由於英國撥冷水，看來巴黎決議將無疾而終，奧巴馬打擊以色列的卑鄙手段無
法得逞，是上帝的手在幫助以色列。 

第六個時期：將來七年大災難

啟示錄12章中預言龍(撒旦)迫害婦人與她的後裔（要吞吃她的兒子）。魔鬼要
迫害（甚至消滅）猶太人。

總結：撒旦迫害猶太人的計劃無法得逞

歷史證明，無論撒旦如何憎恨以色列，都無法徹底消滅猶太人，因為他們在上
帝整個拯救的計劃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亦在上帝末世的計劃中扮演主要的
角色。上帝也絕對不會像新派神學所提倡的「替代神學」，說因以色列不信，
今天的教會已經取代了以色列。上帝有美好的計劃為猶太人預備，耶和華說：
日子將到，我要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另立新約…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裏
面，寫在他們心上。(耶利米書31:31,33 )，這個「新約」：

比摩西之約更美，耶穌為更美之約的中保（來7:19-22）。
立在更美的應許上，永遠不廢（來7:24，25，28；8:6）。
保證以色列人永遠存在，並要悔改得享大福（來8:8-12，耶31:30-40, 結
37：21-28）。
本約為眾約之總結，永不改變，永遠完全（來7:20-28；9:12；10:14；羅
10:4）。

神透過保羅宣佈祂沒有放棄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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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且說，神棄絕了他的百姓麼？斷乎沒有…神並沒有棄絕他預先所知道的
百姓。(羅11：1‧5)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
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
他們所立的約。』（羅11：26‧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