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兄們，我⼼心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羅⾺馬書10:1

to the JEW first 先是猶太⼈人

 執⾏行主任⼿手記

選民事工差會由創辦人高
恩拉比的事奉開始，今年進
入第121個年頭，我們的首要
重點仍是一樣，深願更多猶
太人靈魂得救，這個目標是
我們的動力和決心，因為神
願意萬人包括猶太人得救，
不願有一人沉淪。
路加福音5章4-11節記載了

一個生動的故事，當主耶穌
向許多的群眾講解神的道以
後，吩咐西門彼得把船撐到
水深之處，然後下網打魚。
彼得在不情願下儘管依照了
耶穌的話，卻帶來令所有人
驚訝的漁獲。彼得請求耶穌
離開他這樣的罪人，但主卻
預言應許他將來要得人如
魚。

廿一世紀
開到水深之處，下網得人如魚

許多時猶太福音工作都好像彼得整夜勞力亦沒有顯著的果
效，叫人疲乏無奈。但主耶穌行了一件奇妙的事，建立了彼得
和所有服侍主的人，只要信而順服祂的指示，就會得著超乎人
想象的果效，越過了我們天然的經驗、知識、力量。

誠然，作猶宣時的具體狀況會有舉步維艱，備受不同程度
的制肘，我們不必自欺欺人、詐看不見，反而更應努力拆解種
種困難。那創始成終者乃是莊稼的主，祂必賜能力及恩惠給順
從的人、不輕易放棄的人、期待收穫的人。當人以神為神、以
自己為蒙極大憐恤的罪人和僕人，就會看到神那奇妙的作為。

主耶穌那刻在湖邊對猶太人講道，向猶太門徒彼得發出吩
咐，又應許他將來得人，我們知道主的確後來使用彼得得著了
許多猶太人的歸信（使徒行傳2章）。主愛世人，主愛猶太人。
我期待著在這廿一世紀，在這更接近末世的時候，主耶穌再次
藉著祂的話語和聖靈，復興祂的猶太選民、復興祂的工作。要
付出的代價或努力是嚴峻的，但果效是榮耀的、興奮的。

弟兄姊妹們、同工們、同路人們，主要用你。開到水深之
處吧，你要靠主得猶太人了。

您的弟兄僕人
Mark	 林志海

選民事⼯工差會
Chosen	  People	  Ministries	  (Hong	  Kong)
⾃自1894年起專注向普世猶太⼈人傳揚福⾳音

 

2015 春季通訊

10月12日哥頓在平安區福會的差傳年會分享猶宣的迫切需要！

10月16日齊來慶祝耶和華的節期＠西灣河平安福音堂	 
燕子為我們帶來秋季的節期，從視覺、味覺，更重要是聽到看到在秋季節期中
吹角節(猶太新年)、贖罪日及住棚節所蘊含的真義，回轉、救贖與歡欣。

10月23日	 與其他肢體參加了香港大屠殺及寬容中心舉辦的講座，更深了解
猶太人如何看這段歷史及這時期的人！

11月15~18日Robynne	 姊妹	 4天7聚會蒙福賜福，讓我們可以3D更立體地看得見以色
列地的近況，及以色列地以外的猶宣工作。一個又一個生命故事，都讓我們知道要
愛惜光蔭，在白日要多作主工！	 	 

活動花絮

2015年
1月6日參與中國香港洛桑猶宣
小組第一次會議！

1月13日差會祈禱會：	 	 	 	 	 	 	 	 	 	 	 	 
獅子山下的猶太宣教精神！

1月15-16日建道神學院
宣教周及宣教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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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是以⾊色列民族歷史上⼀一個重要
的節⽇日，也是利未記廿三章所記載耶和華
節期之⼀一，多個世紀以來成為民族肩負神
吩咐的標記。︒

逾越節與掌管歷史的神
         猶太⼈人在逾越節中記念神往⽇日的作
為，亦為現今歡呼喜樂，對將來又充滿期
盼。︒逾越節表達神施⾏行祂的計劃，由呼召
亞伯拉罕、︑直至摩西、︑約書亞、︑先知君王
等，無論住在應許地或被擄之地，神⼀一直
與祂的⼦子民同在。︒如今，神更藉著祂兒⼦子
耶穌，繼續完成祂⾃自⼰己的⼯工作和救贖計
劃。︒

逾越節與彌賽亞的事⼯工
         逾越節筵席讓今天信徒親身經歷耶穌
與⾨門徒在最後晚餐中坐席，在這特別的逾
越節晚上，耶穌⼿手上舉起屬天的象徵物
件，重新演繹由祂親⾃自應驗的意義。︒

祂將本來代表以⾊色列受苦的無酵餅，
成為⾃自⼰己受苦與受害的象徵︔；將代表逾越
節⽺羊羔的⾎血，就是那第三杯葡萄汁的救贖
之杯，成為⾃自⼰己寶⾎血的救贖⼤大能，流盡來
為世⼈人贖罪（太26:28）。︒從此，逾越節筵
席的意義就徹底變化了。︒

由耶穌時期起猶太⼈人的傳統逾越節，
直到現今那模式都改變不⼤大，所以我們仍
然可以從逾越節慶典中，親身感受到好像
耶穌正向我們傳遞祂那受苦的餅和救贖的
杯。︒

以利亞的座位與神⼦子民的服事
        逾越節不單回顧歷史，亦展望榮耀的
未來。︒筵席桌旁擺放的以利亞空椅，象徵
所應許要來的彌賽亞，成為給⾨門徒的標
記，就是主榮耀再來前，我們還要努⼒力作
⼯工。︒這⼯工作就是忠⼼心、︑順服、︑付代價地履
⾏行⼤大使命，並特別向猶太⼈人表達耶穌救贖
的愛（羅1:16）。︒    選民事⼯工差會⼗十分樂
意與眾教會和信徒彼此配搭，回應這奇妙
的呼召。︒

主題文章

逾
越
節
揭
示
彌
賽
亞	 
預
言
的
應
驗

逾越節的元素
逾越節的元素，經歷了許多的世紀

傳承至今，展示我們看彌賽亞的生命與
工作： 

                 四杯
                 這代表著出6:6-7中的四個
                       “我要”，被稱為成聖之杯
                      ，審判之杯，救贖之杯及
                       讚美之杯。︒紅⾊色的葡萄
                       汁代表藉著無罪羔⽺羊的
                       寶⾎血，我們得救。︒

                 無酵餅(Matza)
                       被稱為苦餅展⽰示了主無罪
                       的僕⼈人代替以⾊色列，代替
                       了全⼈人類⽽而受苦！

                       ⽺羊⼩小腿骨(Zeroah)
                 ⽺羊⼩小腿骨代表著不能獻上
                       祭牲因為主後70年聖殿被
                       毀。︒提醒信徒彌賽亞⼀一次
                       為我們獻上完美的祭。︒
                       (希7:27)

    蕃茜(Karpas)
                 這象徵出埃及降下第⼗十災
                      也是最後⼀一災時，猶太家
                      庭⽤用⽜牛膝草將羔⽺羊的⾎血塗
                      抹在⾨門框和⾨門楣上。︒
                      (出12:22)

                苦菜(Maror)
                 苦菜代表在法⽼老勞役下⽣生
                       活中的痛苦。︒同樣提醒我
                       們彌賽亞被賣那⼀一夜，在
                       最後晚餐被出賣的痛苦。︒
                       (約13: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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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猶歷史縱覽

  

 

代禱園地
請為Denise代禱
1. 求主幫助初信主的猶太弟兄祖
爾的⾝身⼼心靈恢復，他因意外釀成
⾝身體殘缺。求主幫助華⼈人姊妹
Christina接受Denise栽培，有效
地在他任教的學校內向猶太同事
分享福⾳音。
2. 為得著紐約華⼈人教會⽀支持，在
猶宣⼯工作中有伙伴感恩
3. 為未信主家⼈人代禱。

請為I國鍾姊妹代禱
1. 農曆年初⼀一邀請了⼀一班以⾊色列
朋友慶祝中國新年，並分享

⾒見證，求主繼續作⼯工
2.  求主讓聖靈時常充滿我⼼心使我
有⼒力量智慧事奉主。
3. 求主賜福我本地語的學習，需
要智慧，好記性、說話及聆聽
⼒力，求主賜下。
4. 為我仍未信主的家⼈人禱告，求
主憐憫媽媽、弟弟、弟婦、姪
兒，可以早⽇日信主
5. 為7-9⽉月述職安排有順利，休
息中得⼒力代禱。

請為芬妮代禱
1. 為8⽉月紐約短宣祈禱。
2. 為靈命更新代禱，⼜又求主顯明
前路，賜下勇氣和信⼼心並為家⼈人
早⽇日信求主憐憫。

請為哥頓⼀一家代禱
1. 為8⽉月紐約短宣的籌備及帶領
祈禱。
2. 為過去神保守經過諸多的沖擊
挑戰感恩，⼜又願神在前⾏行每⼀一步
中作細⼼心看顧。
3.  為⼀一家探索前路代禱。⼜又求主
預備⽀支持的宣教伙伴。
4.  為⼀一些猶太朋友未來的接觸，
求主開福⾳音之⾨門。

神的回應…⋯
…⋯

「他們說： 來吧， 我們將他
們剪滅，使他們不再成國！使以
⾊色列的名不再被⼈人記念! 他們同
⼼心商議，彼此結盟， 要抵擋
你？」(詩83:4-5)

聖經劃出了⼀一條線，恨以⾊色
列的，就是恨以⾊色列的神。

⽽而以斯帖記中，多處經⽂文展
現了反猶的攻擊。惡⼈人哈曼恨以
⾊色列⼈人只因他們與別不同 － 這
也是歷史中許多反猶事件重覆出
現不可理解的理由！(斯3:5-8)

今天猶太⼈人慶祝普珥節記念
神保護免受敵⼈人毀滅，⽣生命得以
存留。歷世歷代許多⼈人排斥、妖
魔化甚⾄至嘗試殲滅猶太⼈人，只因
他們與別不同！

    但神卻有另⼀一⽅方案，看得
到神守護以⾊色列⼈人並那些祝福他
們的⼈人，⼜又報應那些仇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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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即使我們都知道耶穌及使
徒都是猶太⼈人，但早期教會從公
元325年尼⻄西亞會議開始就切斷
了它的猶太根源。其後教會歷史
中反猶的釋經、不公平的法則，
為要保護⼈人遠離，⽤用⾺馬丁路德的
說法"難以忍受惡魔的重擔－猶
太⼈人"。 -《論猶太⼈人和他們的謊
⾔言》

	 	 	 	 
中世紀猶太⼈人逃避社會壓⼒力、經

濟壓⼒力和教會壓⼒力，移⾄至城市偏僻
地聚居。精英主義的「基督教」⽂文
化並未停⽌止對他們的傷害。

    10~15世紀在教會歷史的⿊黑暗
歲⽉月中，無論是⼗十字軍還是⻄西班⽛牙
宗教裁判所，都是以宗教為名，對
不信的猶太⼈人的迫害，⾮非三⾔言兩語
可以說清，其影響直到今天！

    19世紀猶太⼈人散居歐洲，繼續
受逼迫、被懷疑鄙視、甚⾄至被驅
逐。當時最多猶太⼈人居住是沙皇統
治的俄羅斯，經過連番⺠民族屠殺，
超過⼆二百萬⼈人通過紐約移居美國。

    直⾄至1930~40，德國納粹發出
對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解決⽅方
案」，六百萬猶太⼈人被屠殺，教會
沒能阻⽌止或反對，冒死拯救猶太⼈人
的公義外邦⼈人少之⼜又少！

    神永不忘約，按祂的應許(耶利
⽶米書31:35~36)，於1948年神蹟地
將以⾊色列國重置在世界舞台。反猶
主義卻從未停⽌止，今天猶太⼈人仍常
受逼害：會堂被塗污和炸彈襲擊、
墓碑被塗鴉(上圖)、否認⼤大屠殺歷
史、⿎鼓動仇視猶太⼈人的情緒等等。

    以斯帖告訴我們即或神不被提
說，祂仍在幕後掌管⼀一切。我們在
反猶主義的世代，如何更多以神的
愛與猶太⼈人同⾏行？深盼您愛神所
愛，特別記念我們在歐洲的同⼯工及
猶宣⼯工作！

反猶歷史中
詩篇83:

亞薩公元前10 世紀

以斯帖普珥節:
公元前5 世紀

早期教⽗父:
公元2~4世紀

中世紀:
公元5~13 世紀

⻄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公元1478~1834年

東歐⺠民族屠殺:
公元19~20世紀

⼤大屠殺:
公元1933~1945年

反猶主義:
公元1945年⾄至今⽇日

你曾堅立你的民以色列作
你的子民，	 直到永遠；	 
你－耶和華也作了他們的
上帝。	 	 	 	 	 	 	 	 	 	 	 	 	 撒下7:24意思：我是猶太⼈人



辦公地點：⾹香港⻄西灣河⻄西灣河街14-20號⼀一樓
通訊處：東九⻯⿓龍郵政局郵政信箱68560號 或 簡便回郵號Freepost  KEA/CTR-02011  網⾴頁：www.chosenpeople.org.hk 

電郵：cpmhk2007@gmail.com  電話：(852) 3568 2873  傳真：(852) 2184 9910

有感動奉獻者，請連同個⼈人資料並以⽀支票抬頭寫「選⺠民事⼯工差會有限公司」或存款⾄至本會
匯豐銀⾏行⼾戶⼝口411-406499-292，將單據寄⾄至本會通訊郵箱，以便簽發免稅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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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主任：    
副執⾏行主任： 
董事會：
顧問團：
    (按筆劃序)

林志海傳道
陳淑燕傳道
袁仲輝(主席)、陳⾦金德(財政)、梁靜儀(⽂文書)、莫潔芳(動員)
何述儉、李盛林、洪雪良、翁競華、許朝英、鄭佑⽣生、
滕張佳⾳音、⻯⿓龍維耐、Darrell Bock、Mitch Glaser 

⼤大喜訊息：                                                                                   
     
蒙  神的恩典與慈愛    並教會與肢體的愛護與⽀支持
   《猶太⼈人的彌賽亞 － 解讀以賽亞53章》
               中⽂文繁體版⼀一書已印製完成。
     
現謹定於2015年3⽉月10⽇日選⺠民事⼯工差會雙⽉月祈禱會及
4⽉月11⾄至14⽇日各公開聚會中推廣發售。 
         
         敬備優惠    買⼀一送⼀一    推⼰己及⼈人    
         選⺠民得恩    分享主愛    共證主恩

彌賽亞資源
閣

差會動向
差會為了讓⾹香港教會及信徒有更多機會發多元⾓角度認識猶太群體的宣教⼯工作，開始不定期在港九新
界不同區域舉辦⼀一些與現今發⽣生在猶太社群及其關⼼心的題材聚會，如猶太節期，反猶歷史，猶太傳
統與⽂文化，認識以⾊色列近代發展……等。歡迎各教會參與及邀約分享。也為彌賽亞資源閣的開展，
求主預備！

《猶太⼈人的彌賽亞 － 解讀以賽亞53章》中⽂文繁體版⼀一書已印製完成，求主祝福使⽤用這書，興起各
地華⼈人教會，參與猶宣⼯工作，為主賜福蒙福更多！

2015年4⽉月11⾄至14⽇日選⺠民事⼯工差會總幹事Dr Mitch Glaser 來港有⼀一連串公開聚會：四⽉月⼗十⼀一⽇日,晚
上七時三⼗十分,宣道會北⾓角堂,「猶太⺠民族與福⾳音機遇」。 四⽉月⼗十三⽇日,晚上七時三⼗十分,沙⽥田教會會
堂,「以⾊色列的過去、現在及未來」。 四⽉月⼗十四⽇日,晚上七時三⼗十分,宣道會荃灣堂,「彌賽亞預⾔言:解
讀以賽亞書 53 章」。 四⽉月⼗十四⽇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宣道會恩澳堂,「彌賽亞猶宣運動的成果與隱
憂」。 求主使⽤用，⼜又為創啟地區之⾏行，求主保守及賜福，成就祂極美極⼤大的旨意。

2015年8⽉月8-15及15-22 ⽇日在紐約布碌倫的佈道周 “Shalom Brooklyn”，現有7-8位肢體參與，求
主預備⼈人⼼心，並賜福使⽤用。有興趣參加者請從速報名，31/3截⽌止！

差會5⽉月份祈禱會於2015年5⽉月12⽇日(⼆二)晚上7時30分⾄至9時30分，是次聚會乃全時間作禱告服侍，地
點為官塘喜樂福⾳音堂  (九⻯⿓龍灣⽜牛頭⾓角道55號1樓A座)。

	 	 	 	 	 	 選民事工差會現今各工場，維持著創辦人
高恩拉比的異象使命，都是以向猶太人佈道和
門訓為焦點，並鼓勵裝備普世教會和信徒一同
參與這個事奉。香港分會同樣以此異象為己
任，願更多神的選民猶太人得著福音的好處。

	 	 	 	 	 	 香港分會正構思尋找租賃一處約250平方呎
面積的地方，作為開展名為「彌賽亞資源閣」
(Messianic	 Room)。它的異象是向教會和信徒提
供特別是我們總會所製作的有用資源，給他們
認識和參與猶太差傳，或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猶
太根源。

	 	 	 	 	 	 	 同時，此資源閣也能作為培訓個別宣教士
和信徒，讓其有效地接觸猶太人，分享福音。
這地方亦能紓緩香港分會過去七年暫借友好教
會的角落用作辦公地點，我們相信獨立的行政
空間，更適切差會事工的長遠和整全發展。

	 	 	 	 	 	 差會深感踏前這重要的一步需要充足
的信心，一方面求神帶領合適的位置，另方
面求神供應相關的額外經濟力量。我們籌劃
在本年9月期間可以落實這彌賽亞資源閣，
因此懇請你們替我們在施恩座前代求，一起
經歷神的奇妙作為。

	 	 	 	 	 	 我們的心願是看見神的救贖恩典不斷
臨到猶太人，也深盼與華人教會和信徒攜手
肩負重任，並領受神所應許的福氣。願神感
動你一同建造這屬靈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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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財務報告：
(不包括已指明宣教士及事工用途之奉獻)	 	 	 	 	 

支出
同工薪金	 	 77,380
網頁電訊	 	 	 4,831
印刷費用	 	 	 2,504
核數費用	 	 	 	 	 300
其他費用	 	 	 5,121	 	 	 	 	 	 	 	 	 	 	 	 	 	 	 	 	 	 

	 	 收入	 	 	 	 	 	 	 	 	 	 	 	 	 	 	 	 	 	 	 	 	 	 	 	 	 	 	 	 	 	 
	 	 個人奉獻	 	 	 	 	 23,100
	 	 教會奉獻	 	 	 	 	 17,500
	 	 行政費收入	 	 	 6,160
	 	 利息收入	 	 	 	 	 	 	 	 	 	 	 5	 	 	 	 	 	 	 	 	 	 	 	 

	 	 	 	 	 	 	 	 	 	 	 	 	 	 	 	 	 46,765	 	 	 	 	 	 	 	 	 	 	 	 	 	 90,136	 
本期不敷	 	 (43,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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