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的春季節期包括逾

越 節 、 無 酵 節 、 初 熟 節 和 五

旬節（七七節），按公曆計算

大約在每年三月、四月至五月

間。神所訂立的節期，蘊含對

以色列以至於全世界的全盤救

贖計劃的預表，也表達神自己

的屬性。

在逾越節，以色列民當日

透 過 宰 殺 羔 羊 ， 得 以 避 災 ，

也逃出了埃及；這節期預表耶

穌基督為人犧牲，完成救贖大

功。

無酵節是指以色列民過節

期間不可吃有酵的東西，預表

彌賽亞的無罪與聖潔。初熟節

是將初熟土產獻給神，預表耶

穌基督的死而復活。

而五旬節是豐收和感恩的

時候，預表屬靈大收割，應驗

在新約時聖靈降臨教會，又使

許多人歸主。

以色列春季節期與主第一

次降世有密切關聯，蘊含豐富

教導意思，差會樂意向教會講

解，歡迎邀約。

歡迎教會邀請領會，分享以色列春季節期

2016年秋冬季通訊

執行主任手記

其中令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個專門為世界各
地到以色列宣教而葬身的宣教士而設的墳場，

看到當中前仆後繼，各國不同民族的基督徒，卻領受著
同一的召命，到此履行大使命，而在墓園中，竟能發現
有一個以中文立碑者，非常感動。在耶路撒冷許多個重
要的景點（其實包括大型商場）都有手持機鎗的軍人駐
守，看似形勢緊張，原來這已是一個普通的現象，反映
出這城的不安全（與Shalom City，平安之城不符），此
情景甚為諷刺，也值得反思！

張雲生牧師（宣道會荃灣堂）

原來很多猶太人已不相信有真神這回事。看來無
論是傳統或世俗化的猶太人，福音需要亦十分

大。感謝哥頓的細心講解和行程安排，把學習、服事丶
文化體驗、參觀、旅遊等集於一身，認識到宗教之間特
別是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也愈發覺自
己更加需要謙卑地學習！

William Wu （宣道會荃灣堂）

這是我首次踏上神選民應許之地一以色列。在苦
路上感受主耶穌當日內心的痛楚苦况，傳福音

的語句浮現在我腦海。此次旅程中有一位滿有異象的領
隊，無名的傳道者—哥頓宣教士，他為猶太人擺上自己
及獻上了整個家庭，願神更大使用這次行程的所有參加
者……！

程俊明（九龍城浸信會）

猶太 人 是 一 群 神 的 選 民 ， 他 們 不 相 信 耶 穌 是
主……單單是他們的事？是他們的問題？在這

旅程中回看歷史，我會覺得不只是他們的問題，原來大
家基督徒都有責任。

薛詠儀（宣道會荃灣堂）

參觀了納綷大屠殺紀念館，覺得猶太人所經歷
的苦難實在太多、太慘了，他們慘痛的經歷

哥頓、燕子宣教士家庭
1. 感恩在5月22日的差遣禮能順利完

成，300多位肢體出席支持，成為

我們一家很大激勵。

2. 感恩美國簽證已獲批核，並已於8

月初離港。請記念開始新生活及事

奉，特別記念需要尋找住處及子女

學校安排等。

3. 又願主供應足夠的開跋費，並日後

生活所需，在紐約高昂的生活費

用，醫療保險等開支下，仍一無所

缺。

鍾姊妹
1. 於6月初至8月初作一位從香港來

的神學生的實習督導，求主賜下恩

典及能力，又賜福那神學生在這實

習期能對該地的需要更了解。

2. 正籌備8月的短期服侍隊的各項安

排，求主賜下恩典及智慧，也求主

預備這隊有12人的隊伍有美好的

配搭。

3. 求主賜下更多機會向本地人作見

証。

4. 求主繼續賜福本地語的學習及應

用。

5. 求主繼續醫治甲亢病，身體能早日

完全康復。

芬妮
1. 由6月初至8月中創啟地區的猶太

背包客事奉，感恩過去有兩次較深

入的交談，求主賜更多智慧及見證

的機會，又為新網絡的開展，求主

引路。請為11月至明年3月再到紐

西蘭參與猶太背包客事奉，求主開

更多分享機會又完備在以色列地的

同工跟進工作！

2. 為自己及家人身體有健康，更經歷

主恩主愛！

Denise 
感恩事項：

1. 感謝神的保守、帶領及供應過去5

年多的學習及侍奉。

2. 感謝神賜我在加州4個月的美好學

習的機會及適應，特別是神為我安

排的好同居，一位以色列的猶太人

同學。

3. 感謝神讓我學成歸來能和主內朋友

分享猶太人宣教的工作，並鼓勵教

會參與支持猶宣。

代禱事項：

1. 在 港 4 個 月 的 教

會分享聚會安排

及準備。

2. 有關辦理簽證安排事宜，若神許

可希望能在10月前回紐約繼續事

奉。

3. 在 7 月 份 美 國 選 民 事 工 差 會 及

Messiah's Light House在紐約市的

佈道活動。求神預備佈道者的心及

福音分享對象。

4.在家中及親友作見證的機會。

Mark
1. 一段時間事奉效率不屬理想，求主

除去眾多攔阻，重新得力。

2. 感謝主賜予一隊優秀的宣教士隊

伍，求主幫助我能在他們屬靈上和

經濟需要上都能作出有效帶領的守

望。

香港分會
1. 為新書有關以色列的秋季節期校對、

製作、設計及出版的過程代禱。

2. 為明年差會十週年紀念活動的籌備工

作，求主帶領一切的預備與安排！

選 民 事 工 差 會 的 創 辦 人 高 恩 拉 比 （ R a b b i 

Leopold Cohn），親身將宣教士角色在猶太宣教的必

須性和重要性，在他的事奉人生中見證出來。他和

妻子二人用愛心、殷勤和信心，當年在紐約服侍身

邊的猶太同胞，帶領了許許多多的人歸向彌賽亞。

宣教士是神所特別呼召的，他甘願奉獻自己，

以全時間並一生來服侍宣教群體，將耶穌基督的救

贖福音分享。宣教士是個最埋身的渠道，用面對面

直接的交往來接觸人群，與人溝通接觸是個很有

趣、很有滿足感的事奉，有時也會是個充滿壓力焦

慮的過程。

其實，宣教士一方面要有剛強勇氣的特質，

才敢回應跨文化宣教的呼召；另一方面，宣教士亦

只不過是一些血肉之軀的人，會有人性和身軀的脆

弱。所以我們作為宣教士更需時刻效法耶穌，謙卑

虛己、忠心事主。同時，也懇請弟兄姊妹們為宣教

士誠心代禱，叫神的旨意和計劃成就。

猶太人一般不歡迎宣教士，因為覺得他們藉

基督教來傷害猶太人的民族身分，故此宣教士都要

很小心敏銳地接觸他們。同時，猶太人的抗拒，正

反映出猶太宣教領域中急切需要有屬靈生命和知識

的宣教士，去親身矯正他們的錯誤與負面觀念。宣

教士仍然在猶太差傳中擔當重任，請聽主說：「你

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祂的莊稼」（太

9:38），「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賽6:8）

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現差派五位香港宣教

士，分別前往以色列、美國、紐西蘭及創啟地區，

服侍猶太人，分享信仰。在香港本土，猶太宣教的

工作也正在進行，許多以色列人和猶太人在這異邦

得聞福音。我們繼續物色宣教士人選，並加以訓練

和裝備，好讓他或她成為優秀隊工成員，進入猶太

族群當中，發揮宣教事奉生命。

我們的目標是求主興起更多宣教士，讓眾多的

猶太群體得著福音的好處，跟隨愛他們的基督。阿

們。

你的僕人弟兄

林志海

宣教士的生命事奉

代禱園地活動花絮
【2016年5月初以色列訪宣】

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使我對猶太人產生了一份的憐恤
和愛。現在猶太人仍活在戰爭不穩定下，沒有真正的和
平，他們極需要福音，我默默的為他們禱告，就只有主
耶穌能撫平他們的傷痛。

吳雪珍（宣道會荃灣堂）

深刻印象的，是與一班七、八十歲的大屠殺生還
者共進午餐，他們仍然精神充沛、和藹可親。

另一深刻體會是在希伯來大學的宗教問卷調查和台拉維
夫沙灘佈道，直接與當地猶太年青人接觸。感謝整個旅
程中哥頓的付出和妥善安排，他自然流露出宣教士的心
志和對猶宣的火熱，求天父大大使用他前面新工場的服
侍和祝福鍾姊妹在耶城的工作！

麗明（宣道會荃灣堂）

在大學以及台拉維夫沙灘與猶太人接觸，都是世
俗化的猶太人。一位大學女生對傳統猶太教很

反感，她覺得傳統猶太教對她的生活上帶來很多限制。
人沒有主耶穌賜予的新生命，勉強去守一些規條，甚至
要求別人一起去做，結果是惹來反感。這班世俗化的猶
太人，需要透過基督徒向他們傳遞神的愛。在以色列地
的宣道會墳場，看見不同國籍的宣教士一同葬在那裏，
心繫錫安，很感動。 

Ka-shuen（深水埗喜樂福音堂）

很感激在這旅途上遇見的每一位，由最初不太認
識到一天一天的熟絡，發現9天的旅程真的好

短，好想留下來和大家一起去認識這個地方更多，去認
識這個民族的更多……盼望有天我們能再一起到訪以色
列，認識更多，經歷更多，服侍更多。

Jessica Yau（宣道會荃灣堂）

今次訪宣，認識到以色列“神聖”背後的矛盾。
奇怪以色列猶太人能容得下天主教、東正教，

其他宗教、異端等，卻容不了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的事
實。參觀宣教士的墳場，墓地前的靜思，看到是這裏安
葬了一個個不同國籍的外個人墳墓，見證着他們對以色
列人的愛，死後仍留下愛的種子在結果子。

Man-wah（深水埗喜樂福音堂）

親眼目睹曠野路如此荒涼，而以色列人出走埃及
時是非常急忙，沒有帶備很多東西，難怪他們

發怨言、信心動搖。若我是其中一分子，都會有如此的
反應，從今以後，不會再站在高地，對以色列人指指點
點，對自己亦要多點警醒。另外，我感受到以色列人是
一個非常頑強、堅忍，又很順服和合一的民族，真不愧
為上帝的選民，可惜他們很多人還未認識主耶穌是彌賽
亞。禱告記念！

蕭秋媚（宣道會荃灣堂）

五月一至十日，哥頓帶領一行十多人的訪宣隊往以色列地
事奉。隊員一同體驗以色列地的猶宣服侍，了解基督教在當地各樣
事工，並藉著遊覽學習，認識猶太人文化、歷史，與他們還未接受
福音之箇中原因。眾人所參與的服侍包括大學內問卷佈道、地中海
旁的沙灘佈道、食品分發中心及愛心廚房等，有多個機會與猶太人
具體分享福音。在旅程中肢體間的互相支持及彼此配搭事奉，深刻
體會主內手足之情，滿有喜樂，滿心感恩。

以色列訪宣隊員分享

Denise鍾淑賢
宣教士差遣禮

日期：9月11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3時正

地點：基督教會豐盛之家

      (九龍荔枝角道203-207號景輝閣1字樓)

懇辭花籃，禮金撥作宣教事工用途。

奉獻請註明「支持Denise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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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如何與猶太人產生關聯的？

工作上，自2000年起我的客人以猶太人為

主，但我只當作他們是一般的外國人，沒有什

麼特別，也沒有什麼好感。

直至2005年信主後，我才感覺猶太人的獨

特，他們是耶穌的肉身同胞，是神揀選立約的

一群人，於是對他們產生興趣，為他們信主祈

禱。因為我最初不明白他們為何不信主，心裡

便開始思想與發問，當時我也不知道猶宣是怎

麼一回事。

1. 鍾淑賢Denise宣教士的差遣禮「飲水思

源」於9月11日（星期日）下午3時舉行，

地點在基督教會豐盛之家（九龍荔枝角道 

203-207 號景輝閣1字樓），歡迎及誠邀

各位出席，隨後姊妹將正式展開紐約全時

間宣教事奉。

2. 差會定期祈禱分享會於9月13日（逢單月

份第二個週二）晚上7:30舉行，地點在觀

塘喜樂福音堂（九龍灣牛頭角道55號利基

大廈1樓A座），由芬妮宣教士分享在紐西

蘭與創啟地區的以色列背包客事工。

3. 麥艾蓮在4月17日的「逾越節與初熟節的

屬靈意義」聚會，以及協助華希通主辦的

大屠殺歷史教育家以法蓮紀在5月19日關

於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講座，都已順利舉

行，出席者對猶太節期與大屠殺倖存者都

加深了認識。

4. 三堂的公開課程「神的僕人以色列」在6

月份順利完成，由鍾淑賢宣教士主講，報

名參加者40多人。

5. 兩隊的以色列訪宣隊（5月的宣道會荃灣

堂及8月的播道會太古城堂），順利前往

當地服侍和佈道，肢體也有美好的得著，

願神堅立他們手所作的工。

6. 由差聯與建道神學院主辦，本會協辦的

「認識新時代運動與宣教研討日」於9月

10日（星期六）上午10時開始，地點為建

道灣仔市區校園，內容包括了解喜好新時

代運動的猶太人，歡迎向差聯報名出席。

7. 經過數個月的勞苦籌備，多位主內同工及

義工的鼎力協助，5月22日的哥頓宣教士

家庭差遣禮得以順利舉行，三百多位出席

者的鼓勵，加上眾人的代禱與奉獻支持，

令哥頓家庭滿心感恩與感激，榮耀歸神。

聚會中的信息很有提醒，各個詩班的獻詩

感動人心，最深刻是多位教會、差會及神

學院的領袖同心按手祈禱時，令哥頓家庭

感到重大託付，要將福音竭盡全力傳給猶

太人。

神如何呼召你奉獻服侍猶太人？

我個人在2008年中，等候全時間事奉的

領受，祈禱間亦有人問我有否考慮外國的神學

院，亦有否對任何群體有異象負擔。2009年底

至2010年初，在禁食祈禱中，神賜給我以西

結書3章的猶宣異象，同時我也認識了更多關

心猶太人的人。起初我對全時間服侍猶太人的

意念有抗拒，後來才終於順服下來。到2011年

初，神便安排我入讀美國慕迪聖經學院的猶太

研究課程。

在2005年信主以前，Denise已經和猶太人一起工作。信主

後，她藉著研讀聖經，開始對猶太人產生負擔，也為他們的得

救代求。2008年起Denise參加了選民事工差會的祈禱會，後來感

受到神呼召她參與猶太宣教。2012年她完成在慕迪聖經學院一

年密集的猶太研究課程後，為著更好裝備參與猶太事奉，她再轉

到差會位於總部紐約的神學院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Charles 

Feinberg Center完成了Messianic Jewish Studies 彌賽亞猶太研究道

學碩士課程。

過去數年，她在紐約一間猶太教會（Messianic Congregation）實習事奉，也在眾華人教會

教授猶太文化與宣教，鼓勵裝備華人向其鄰舍、朋友、同事分享福音。Denise也善用她的華人身

分，在紐約接觸一群多年前曾於上海居住過的二戰猶太難民。現在，她積極參與選民事工差會的

事奉，包括以賽亞書53章佈道運動的跟進接觸、到不同教會的差傳會議介紹差會和猶宣，並參與

帶領紐約短宣隊伍。

差會動向
主題文章

你家人的反應如何？

家人首先是不理解，問就算要事奉，為什

麼不選擇服侍中國人，人數有那麼多。但後來

家人也接受我過去多年與猶太人有關連，他們

感到我也好像欠了猶太人的債。最終家人也開

通、也不反對，由起初他們擔心至現在已經不

擔心。我的禱告一直是父母不反對，也禱告希

望家裡興起另一位信徒，就是我的妹妹，所以

我經歷神一直開路。

你對差會建議與提供的猶太事工
神學課程有何意見和感受？

我覺得是最好的。對於我當時沒有任何神

學裝備基礎而言，去慕迪和Feinberg是最好的

安排。當年也有許多印證，教會牧者諮詢過其

他人也認同慕迪，所以順利支持。現在回頭再

看，仍然感到差會的安排是最合適的。

你這幾年的服侍經驗有什麼想分
享？

要特別在猶太人中跨文化工作，必須持開

放的態度去看自己或別的文化，在最早期不明

白對方的時候要學習先放下自己的看法，因為

是我要學進到他們的群中。之後彼此多些了解

及互信，就可更多表達自己意見甚至堅持，大

家便會坦誠及舒服得多。最大領受的，是當認

識更多猶太人的歷史和文化，感覺到基督教的

歷史走向和猶太人的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另外，我經歷神豐富的預備，祂是信實的

神。我起初只帶著兩件行李筴和一個學期的路

費，竟如此豐富到現在，雖然我也知道許多宣

教士有不同的艱苦，神也用不同的方法去訓練

不同的人，神要我在豐富裡學習節制。

你有什麼夢想和異象？

我的異象是不只我一個人看見猶太人需要

福音，盼望整個華人教會都看見耶穌是猶太人

的主，救恩從猶太人出來，我們也值得投資在

神的應許上，有分於以色列的得救。當華人能

夠一領一他們歸主，猶太人便早日得救。

你的個人需要是什麼？

我需要有一個好好的事奉夥伴，因為現在

的同工拍擋都是弟兄或已婚男性，我想有個

同性別的夥伴，在服侍上同一心志的拍擋，

可以方便作更多佈道和探訪。我覺得群體支持

(community support)是重要的，尤其是單身的

事奉者。求神保守和有智慧安排這些配搭。

8. 認識以色列‧關懷猶太人—九天學習團 

（本會協辦，哥頓先生隨團）將於2016年

11月26日至12月4日舉行。由講師哥頓先

生教導聖經內容，並作生命反省，同時幫

助你認識聖經聖地的歷史、文化、習俗和

生活。逐一重尋耶穌基督生平腳踪的真實

地點，包括伯利恆、拿撒勒、伯大尼、提

比利亞、耶路撒冷；花園墓舉行聖餐禮；

盡登七聖山：錫安山、橄欖山、聖殿山、

八福山、迦密山、試探山、黑門山；盡遊

聖河二海：約旦河、加利利海、死海。團

款費用：HK$16,500。詳情請瀏覽www.

chosenpeople.org.hk。

9. 差會祈禱分享會於11月8日（逢單月份第

二個週二）晚上7:30舉行，地點在觀塘喜

樂福音堂（九龍灣牛頭角道55號利基大廈

1樓A座）。

10. 差會於11月24日(四) 晚上7:30舉行公開

聚會，詳情如下：

 主題：穿梭兩地事奉之紐約及以色列的  

 猶太人福音需要

 地點：西灣河平安福音堂（筲箕灣南安

  街83號海安商業中心18樓）

 講員：哥頓宣教士

 費用全免，歡迎出席。

介紹宣教士鍾淑賢Denise

哥頓宣教士家庭差遣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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