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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為何要為以⾊色列列的救恩禱告

I.耶穌的⼼心為了了以⾊色列列⼈人的得救⽽而燃燒

A. 在教會裡有許多⼈人覺得神對以⾊色列列國的計畫已「結束」或是已「過去了了」，所以
只需要專注⽬目在教會。這樣的教導是錯誤的，因為忽略略的神在祂話語裡對以⾊色列列
⺠民族未完成的應許。神對於末期的計畫中是包括了了外邦⼈人和以⾊色列列國，盡可能讓
更更多⼈人得救（羅11:25-27）。 

25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就是以⾊列⼈有幾分是硬⼼的，等到外

邦⼈的數⽬添滿了，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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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

是我與他們所⽴的約。(羅 11:25-27) 

B. 以⾊色列列國的救恩很重要，因為耶穌的⼼心就是為此燃燒。(賽 62:1， 6–7; 亞 
2:10–12; 8:2–3; 太 23:37–39)

1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如光輝發出，他的救

恩明燈發亮。(賽62: 1) 
2…我為錫安⼼裡極其⽕熱，我為他⽕熱，向他的仇敵發烈怒。3…我現在回到錫
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亞8:2-3) 

C. 使徒保羅說他⼼心中的渴慕就是看⾒見見整個以⾊色列列國得救（羅10：1）。這個渴望是從
哪來來的呢? 保羅的渴望不是因為對種族的熱情，⽽而是因為這是耶穌的計劃。

1弟兄們，我⼼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列⼈得救。(羅10:1) 

D. 耶穌有計劃要⽣生活在以⾊色列列的⾸首都耶路路撒冷，並使耶路路撒冷永遠成為耶穌在地上
統治的中⼼心。從祂在耶路路撒冷的寶座開始，祂將在地上拓拓展祂的國度。

(亞2:10–12; 6:12; 8:1-3; 耶 3:17; 23:5; 詩 48:2;太 5:35; 賽 
4:2; 9:6–7; 11:9–10; 25:6–8; 6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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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那時，⼈必稱耶路撒冷為耶和華的寶座︔萬國必到耶路撒冷，在耶和華⽴名的

地⽅聚集。他們必不再隨從⾃⼰頑梗的惡⼼⾏事。(耶3: 17) 
12對他說，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看哪，那名稱為⼤衛苗裔的，祂要在本處長起

來，並要建造耶和華的殿。(亞6: 12) 

E. 在耶路路撒冷，耶穌將實現祂在⼗十字架上的勝利利，逐漸地消滅罪和死亡的咒詛，將
天地合⼀一，預備好道路路讓天⽗父與我們居住（林林前15:24- 28;弗1:9-10;林林前
13:12;啟21:3）。 

24再後，末期到了，那時基督既將⼀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都毀滅了，就

把國交與⽗神。25因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切仇敵都放在祂的腳下。26儘末

了所毀滅的仇敵，就是死。(林前15: 24) 

II.神會保守祂的承諾 －祂的名和品格都與以⾊色列列有關

A.  以⾊色列列的恢復是很重要的，神藉著亞伯拉罕、摩⻄西和⼤大為,與以⾊色列列立約，樹立了了
⾃自⼰己的名聲和祂的道路路，並在眾⾒見見證⼈人⾯面前顯現出來來。 （林林前10:11;羅
11:22，33;出32:12; ⺠民14：13-19;賽12：5-6; 60：9a）。 

B. 與亞伯拉罕的約，神應許了了: (創12，13，15，17)

1. 使亞伯拉罕的後裔成為⼀一⼤大國（創12：2）。 當時亞伯拉罕還不就明⽩白這應
許是屬靈的的承諾 - 這是指猶太⼈人，但這卻尚未實現，以⾊色列列還沒有走進這
應許，她還沒有成為⼀一個⼤大國，眾國也還沒有尊以⾊色列列的名為⼤大（賽49:20; 
申28:13）。(賽9:3; 26:15; 49:19–20; 60:22; 申28:13; 26:19; 
耶33:9; 賽27:6; 60:15; 詩48:2).  

2.將他的後裔從迦南地從埃及河永遠地帶到⼤大河（幼發拉底河）（創世紀12：7; 
13：14-15; 15：18-21; 17：8）。即使在所羅⾨門王的執權下之下，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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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列也沒有繼承所承諾的全部⼟土地。神給亞伯拉罕的⼟土地估計有六萬五千平⽅方英
⾥里里，就是美國密蘇⾥州的⼤⼩，⽽現今以⾊列所擁有的是八千平⽅英⾥。

3. 透過亞伯拉罕的後代祝福地上的萬國（創12：3; 22:18; 28:14）。 萬國
⽬目前透過以⾊色列列將耶穌帶到世上⽽而蒙受祝福; 然⽽而當教會的影響⼒力力增長，每個
國家都將⾒見見證⼀一個真理理、⼀一個光與鹽的顯現，耶穌恢復、引導、醫治萬國，這
只是前期；當祂以全⼈人類的王者⾝身份再臨臨時，祂將從以⾊色列列做更更多的事（賽
2：2-4; 25：6-8; 11:10; 66:23;耶3:17;亞14:16；耶3:17; 亞
14:16; 賽11:10; 66:23; 賽2:2–4; 25:6–8; 結47:12; 啟22:2)

C. 摩⻄西的約（申28，30; 利利未記18）：神把迦南地給了了以⾊色列列，可是以⾊色列列必須敬
畏耶和華，遵守神給的律律法，才能承受地⼟土，不然就會從這地⼟土被驅逐出去，只
有當全以⾊色列列⼈人接受耶穌是挪去他們罪孽的主，並且他們透過聖靈過完成律律法，
神會將⼟土地再歸還給他們。(耶31:31–34; 結 36:25–27; 賽4:2–6; 結33:8; 羅11:25–26; 
羅8:4; 10:4; 13:8–10). 

D. 與⼤大衛的約（撒上7:12-16; 代上22:10; 詩89）：神應許要建立⼤大衛的王朝和
國度到永遠，也將設立⼤大衛的後裔為王。⼤大衛的後裔將永遠統治耶路路撒冷

(王後 2:4; 8:25; 王前 9:5; 2 Sam. 7:8–16)， 然⽽而⼤大衛的後裔不在
以⾊色列列作王2500年年（何3：4-5）。但是有⼀一天⼤大衛的後裔，耶穌，會永遠作
王(賽9:6-7; 11:1;，10; 耶33:15; 17， 21-22)

III.以⾊色列列的救贖也代表了了世界的救贖

A. 保羅清楚地表明，我們通過以⾊色列列獲得福⾳音中的好處

17若有幾根枝⼦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接在其中，⼀同得著橄欖根的肥汁(羅11: 
17) 

B. 當以⾊色列列藉由這些盟約得著完全的祝福時，整個地球也將會得著超乎想像的祝福
（羅11:12-15）。 如果我們想要全世界得著救恩，並且渴望神的榮耀覆蓋全
地，那麼，我們應該要以⾊色列列的恢復！（賽6:3; 11:9; 哈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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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他們的缺乏，為外邦⼈的富⾜︔何況他們的

豐滿呢﹖13我對你們外邦⼈說這話︔因我是外邦⼈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職

分， 14或者可以激動我骨⾁之親發憤，好救他們⼀些⼈。15若他們被丟棄，天

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復⽣麼 ﹖(羅11: 12-15) 

C. 即使以⾊色列列的不信，神沒有收回祂的應許。祂將會完成祂藉由先知所寫的每句句話
（申7:6-7;賽14:1;羅11:29;太5:17）。 下⾯面有列列出神對以⾊色列列的應許及對
他們的呼召。

29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羅11: 29) 

17莫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太5: 17) 

D. 在此期間，教會必須藉由禱告扶持以⾊色列列，並宣告神對他們的⼼心意（賽62:6-7;
詩122:6）。

6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呼籲耶和華的，你

們不要歇息，7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

可讚美的。(賽62:6-7) 

E. 為了了有效的禱告，我們必須了了解神對以⾊色列列的⼼心意。神應許要啟⽰示給祂⼦子⺠民針對
末世的計畫（耶23:20;但11：33-34）。 為了了得著這樣的看⾒見見，我們必須吃神
給的書卷並默想裡⾯面所寫的內容以及懇求聖靈的幫助（耶30:24;結3:1-2;提後
2:15）。

IV.承諾以⾊色列列救贖的預⾔言
A. 申命記

● 4:27-31     以⾊色列列在末世的救贖
● 30:1-10     以⾊色列列的歸回與救贖
● 33:26-29    以⾊色列列將被神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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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賽亞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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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16    神將聚集被拋棄的以⾊色列列⼈人並把他們統⼀一起來來

● 29:14，17-24 會有神蹟奇事隨著復興，並且帶許多⼈人信主

● 30:18-33    以⾊色列列將要真正的認識神; 這世界並要被神超⾃自然的⼤大能恢
復和改變

● 32:15-19    主再來來時要帶來來以⾊色列列的恢復與平安

● 33:2-6， 17  在末世，神的恩典和能⼒力力必釋放在以⾊色列列

● 35:1-10      復興將帶來來能⼒力力、奇蹟和恩典，能使祂的⼦子⺠民成為聖潔

● 42:10-17     祈禱耶穌會在末世必像戰⼠士激動熱⼼心

● 43:1-7       會有個全球性的復興，以⾊色列列會回歸並免受仇敵的攻擊

● 44:1-5       神的祝福必流向飢渴的⼈人，他們就必屬於祂

● 45:17， 22-25 神會使以⾊色列列和列列國所有⼈人跪拜在耶穌⾯面前

● 51:3-11      神的能⼒力力將像摩⻄西的時代⼀一樣再次彰顯

● 54:1-17      神會與以⾊色列列重新立約，加增她們的後裔也加增她們的復
興

● 56:6-8       神將建立為以⾊色列列救恩禱告的殿

● 59:19-21     神將會起來來抵擋以⾊色列列的仇敵，並重新奪回祂的⼦子⺠民

● 60:1-62:12   以⾊色列列復興和榮耀的圖像

● 63:7-64:12   以賽亞為以⾊色列列的救恩代求

● 66:7-14;18-21 神將回應為以⾊色列列復興的禱告

C. 耶利利米書 
● 3:14-20     以⾊色列列的餘⺠民將會歸回並團結起來來，成為神喜願的牧⽺羊⼈人與
新娘形式

● 16:14-21    神要從北⽅方之地拯救以⾊色列列，並釋放⼤大豐收

● 30:16-23    神要潔淨以⾊色列列的罪，並向釋放祂極⼤大的祝福

● 31:1-14     在末期，神的⼤大能和憐憫會釋放給以⾊色列列國

● 32:37-42    在末期，神的⼤大能和憐憫會釋放給以⾊色列列國

● 33:6-26     當神恢復祂的⼦子⺠民時，祝福和能⼒力力將會降臨臨

● 50:4-5; 19-20，34  以⾊色列列將尋求神，並經歷祂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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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西結書 
● 11:17-20    神將從各地聚集以⾊色列列百姓，並拯救他們，給他們⼀一顆新的
⼼心

● 16:60-63    神會恢復以⾊色列列並永遠挪去他們的羞恥 

● 20:33-44    在末期，神將潔淨和洗淨以⾊色列列國

● 34:11-31    神將完全恢復以⾊色列列

● 36:22-38    神將完全拯救以⾊色列列

● 37:1-28     神所立的約和祝福將以合⼀一和能⼒力力的⽅方式彰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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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何⻄西阿書

● 2:14-23; 3:5   神將完全恢復以⾊色列列

● 5:15-6:3，11 神將釋放祂的恩典給以⾊色列列

● 14:1-8   神將醫治並恢復以⾊色列列

F. 約珥書

● 2:28-32   神將把祂的靈澆灌在⼀一切凡有⾎血氣的

● 3:17-20   神將建立以⾊色列列國並使她成聖

G. 撒迦利利亞書

● 8:2-8  神將以火熱的⼼心恢復以⾊色列列

● 12:10-13:6  神將拯救和潔淨以⾊色列列 

H. 其他舊約的經⽂文

● 摩9:11-15  ⼤大衛的帳幕被重建，中東的國家會聽⾒見見福⾳音並轉向神

● 該 2:6-9; 21-22  當神震動萬國時，就必使以⾊色列列得榮耀

● 番3:8-20    神的榮耀將回到以⾊色列列

● 瑪 4:1-6  當神醫治以⾊色列列國和差派以利利亞時，耶穌的名將被⾼高舉

I. 為以⾊色列列救恩與拯救的預⾔言禱告 (Isa. 63:15-64:12; Dan. 9:4-19; Mic. 
7:7-20; Hab. 3:2-19; Ezra 9:5-15; Neh. 1:4-11; 9:5-38)

J. 詩篇裡的預⾔言禱告 (Ps. 44; 45:3-5; 65;67; 79; 80; 83; 85; 86; 
90:13-17; 102:12-22; 110:1-5; 122:6-7; 132:11)

K. 羅⾺馬書 
● 10:1      保羅為以⾊色列列得救禱告

● 11:12-15  外邦⼈人與以⾊色列列的數⽬目添滿

● 11:25-27  主在來來時，所有以⾊色列列將得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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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個⼈人反思 - 選擇⼀一兩兩個經⽂文，去研讀它們，⽤用此經⽂文禱告，在你默想這些經⽂文時，
請回答以下的幾個問題。

1.神對以⾊色列列的地⼟土與⼈人⺠民有做了了哪些承諾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2. 是什什麼攔阻基督徒同意神給以⾊色列列救恩的應許及讓她走入她的豐盛? 把任何的攔阻
寫下來來，也許是⽂文化的攔阻，或許是教會的攔阻， 會影響⼈人對聖經真理理的同意， 請說
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3.可以如何⿎鼓勵基督徒為以⾊色列列禱告? 信徒有需要了了解哪些神及祂救恩的計畫， 才可
以激勵他們願意為以⾊色列列禱告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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