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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事工差會的宗旨是為了藉祈禱、傳福音、門訓，服侍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並幫助信徒能成就同樣的事奉。差會在1894年由拉比高恩 (Rabbi Leopold Cohn) 
於紐約的布魯克林區成立。高恩是一個匈牙利的猶太移民，熱心向神的選民猶
太人分享耶穌彌賽亞的信息。

今天，選民事工差會在全球18個國家均有事工。我們的外展項目包括傳福音和
門訓，建立彌賽亞中心和聚會點，裝備當地教會向猶太人傳福音，印刷和網絡
出版，並一些慈惠的工作。有了你們的幫助，我們將繼續向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宣講耶穌彌賽亞的好消息。

我們的源起和使命

弟兄們，我心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羅馬書10:1

為耶穌彌賽亞得著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這是我的榮幸去分享香港分會在十年前
的成立，時間飛逝，彷彿就只是昨天發
生一樣，當時我們差派Mark、董事會
和義工們為猶太人事工作出服事。

這十年來香港分會的事工包括出版書籍
和製作網頁媒體事工，向香港以至其
他華人地區的教會推動向猶太人宣教的
工作。我更感恩有同工Mark、哥頓夫
婦、鍾姊妹、Denise和芬妮，在各地
包括以色列、美國、澳洲、紐西蘭和加
拿大的親身宣教事奉與推動分享。我對
他們各人事奉的魄力和對神對猶太人的
愛深表欣賞，甚至鼓舞了選民事工差會
全球各地的工場。

香港分會的成就也有賴一群熱心與有智
慧的董事會成員，多年來在背後的參
與、帶領以及對宣教士的關心與代禱，

帶給分會極大的祝福。個人來說，董事
會一直給我在遠東區的講道機會安排，
我也深深享受。

最後讓我簡短分享一個神怎樣使用香港
分會和它所差出的宣教士Denise的故
事。數年前我和太太Zhava參加了由香
港分會舉辦的「中國猶學團」，遊覽了
上海、哈爾濱及開封的歷史猶太社區，
當中更認識了主管上海猶太研究中心的
中國學者。

其後這學者來訪紐約講授中國猶太人的
歷史，我太太和Denise一同出席座談
會。會後她們主動與當時一同出席的一
群美國猶太長者交談，得悉他們原來是
二戰時避難於上海的納粹大屠殺難民，
他們之間多年來保持聯繫。後來我太太
和Denise參與了他們的相聚活動，這
些長者們很喜歡Denise預備的中國食
物，而他們又講述了許多上海老故事。

過了一段時間，Denise負責帶領了這
小組，這幾年來定期在我或我女兒的家
中見面相聚，Denise和我太太得以向
他們表達耶穌的愛，甚至有機會和一些
人直接傳講福音，這寶貴連結的機會全
因為有香港分會的事工和所差出的宣教
士。

我繼禱祈求神興起更多人參與選民事工
差會香港分會，為耶穌彌賽亞得著世界
各地的猶太人。

國際總幹事

基里沙博士

(Dr. Mitch Glaser)
1862年，選民事工差會創辦人高恩 (Rabbi Leopold Cohn)
出生於匈牙利一個正統派猶太教家庭，他後來成為一位德
高望重的拉比，並積極探求有關彌賽亞的經文，想要知道
彌賽亞是誰並祂何時來臨。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高恩來
到美國紐約，發現竟然有猶太人基督徒聚會。在與牧師傾
談後，高恩收到一本希伯來文新約聖經，於是他明白到耶
穌就是真正的彌賽亞！

高恩意識到，在往後的日子裡，他的人生只有一個呼召，
就是與猶太同胞分享彌賽亞。於是，高恩於1894年在紐約
布魯克林布朗斯維爾地區成立選民事工差會，他的呼召亦
一直成為差會的使命。

高恩本著羅馬書一章十六節的教導：「我不以福音為恥，
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
是希利尼人」，憑信心建立事工。差會開展事工的初期，
高恩在一座翻新過的馬棚裡舉辦聚會，第一次聚會有八位
猶太人出席。終其一生，高恩曾帶領超過一千人相信耶穌。

因著早期收莊稼的工人們委身的事奉，無數猶太人和家庭
最終能認識耶穌。許多猶太基督徒家族都是因為選民事工
差會的工作而種下他們屬靈的根源，他們當中有些人投入
了全時間事奉神，也有一些在差會裡承擔事工。

選 民 事 工 差 會 創 辦 人 

拉比高恩

(Rabbi Leopold Co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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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經過了十個
年頭，是充滿感恩的十個年頭。

十多年前，一對向猶宣充滿負擔的青年傳道人夫婦
剛完成神學訓練，正急不及待到猶太群體作宣教工
作，萬事俱備，只欠一間能支援他們的猶宣差會。
在世界各地有不少猶宣差會，唯獨在香港彈丸之地
卻如鳳毛麟角。他們好希望出發到工場，但需要猶
宣差會成為他們日後的支援，欠缺差會成為了一個
攔阻。

感謝讚美主，這對夫婦與美國選民事工差會總部溝
通，建議在香港成立分會，成為日後差派宣教士的
大本營。神行奇妙的事，祂奇妙地帶領著這對夫
婦，連同另一群年青傳道人們，憑著信心，成立選
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目的就是要在香港差派神的
工人到猶太人群體當中，宣揚耶穌是彌賽亞。

感謝主，過去十年，神藉差會先後差派宣教士出工
場，又在不同教會推動猶宣工作，近年已見不少教
會對猶宣參與及動員，眼見神在人心裡動工，起來
關心神的選民，這全是神獨得的榮耀，神真是配得
讚美。

盼望神繼續使用差會，有更多弟兄姊妹及教會起來
參與猶宣工作。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65:11）

香港分會董事會主席

袁仲輝傳道

猶太差傳的呼聲和召喚

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進入第十
年的時刻，不僅為過去年日數算主格
外的恩典與憐憫，也為主籌劃差會未
來路途，盼望更多人熱心回應猶太差
傳的呼聲和召喚。

差會理當繼續從穩固的聖經與神學基
礎，以教導猶太差傳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這些經文包括主耶穌的大使命(太
28:19-20)、福音「先是猶太人」(羅
1:16)、神對以色列的信實與慈愛(創
12:1-3;耶31:3;羅11:1)、救恩從猶太
人而出來的(約4:22)、要為耶路撒冷
求平安(詩122:6;羅10:1)、外邦人激
動猶太人(羅11:11)等等。

我們也需要清晰有效地，將當前普世
猶太民族和以色列國的境況，向教會
與信徒溝通傳遞，讓他們的心自然地
牽掛猶太人。有了這顆為神的緣故而
愛猶太人的心，人隨之而樂意為猶太
人擺上。全球1400萬神的立約選民
猶太人口中，約98-99%還在主耶穌
的羊圈以外，可想像主的心也何等焦
急！

提到目標，差會深盼「得人」。隨著
不斷向猶太對象撒種、灌溉，我們祈
求收割得人的日子來臨；另外，我們
過去和未來都有著機會向華人信徒推
動，我們求莊稼的主打發更多勇敢新
力軍加入宣教隊伍；並且，差會在前
行的同時，需要大量有心的同行者，
無私地支援差會和宣教士作神的工。
所以，差會不能停滯，我們必須為主
的緣故「努力得人」。

猶此至終，主若許可，香港分會盼望
由此時此地起，為主作猶太人得救的
工，直至世界終極的地點與時候。

最後，從個人而言，我衷心感謝主格
外的恩典和憐憫，從1998年我參加
總會的紐約暑宣並緊隨入讀慕迪聖經
學院的猶太事工課程，一切所學習所
經歷的，今天仍給予我深刻的鼓舞和
啟發，甚至支撐著我這十年來在差會
的服事所需。

香港分會執行主任

林志海傳道

猶此至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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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1

2009年

• 寄發1200本《神的選民》予各教
會，激發愛猶太人的心

• 與香港宣道差會及以色列福音差會
合辦「先是猶太人」講座系列 

• 宣教士哥頓家庭差遣禮暨異象分
享會

• 哥頓家庭前赴以色列事奉

• 國際總幹事基里沙博士 (Dr. Mitch 
Glaser) 主講「以色列與福音」神
學講座

• 出版《先是猶太人》上冊，送出
1200本予不同教會

• 與眾機構合辦猶宣大會「飲水思
源—救恩出於猶太人」

飲
水
思
源
︱
︱ 
救
恩
出
於
猶
太
人

發起單位：	大使命中心、以色列福音差會、選民事工差會、華人信徒守望、播道會恩福堂

特邀協辦：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協辦單位：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香港浸信會差會、香港宣道差會、世界福音動員會

(香港)、國際主僕差會、環球宣愛協會、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以勒基金、華

人福音普傳會、宣道出版社

2009 猶 宣 大 會
2 0 0 9 年 1 1 月 7 — 9 日

講員簡介：

日期 時間 性質及目的 對象 地點

11月7日

（週六）
下午3時半

青年慶典 ──

講員：許倫斯(Lawrence Hirsch)主任

見證：陳紫蘭宣教士

演唱：以色列歌手

青年人

香港

播道會恩福堂

九龍荔枝角

長沙灣道789號11月8日

（主日）

晚上7時15分

(6時開始有書

攤及展覽)

宣教慶典 ──

分享：王永信牧師

講員：申德衛(David Zadok)長老

　　　許倫斯(Lawrence Hirsch)主任

回應：盧炳照牧師

演唱：以色列歌手

公開

11月9日

（週一）
下午2時

研討會 ── (共兩堂，並設有討論時間)

i) 申德衛長老主講 ── 從基督教反猶主義、取

代神學看猶太人與教會的關係

ii)許倫斯主任主講 ── 普世猶太宣教的新趨勢

牧者及

神學生

香港

播道神學院

九龍塘

金巴倫道59號

聚會：信息核心──救恩之約

聯絡及查詢：852 25400131或 gccihk@netvigator.com及各發起單位
網 址 ： www.gcciusa.org

陳紫蘭宣教士
在英國服侍多年，
資深猶太人福音工
作者，以色列福音
差會華人部幹事

許倫斯主任
猶太歸主者，現
任選民事工差會
澳洲工場主任

王永信牧師
大使命中心榮休
會長，從事宣教
事奉逾半世紀

Alon Grimberg

Jamie Hilsden

演唱歌手：

Ann Hilsden

Lior Sperandeo

Irit Iffert

申德衛長老
猶太歸主者，現任
以色列福音差會以
色列工場主任，曾
來港主持「以色列
呼聲講座」

盧炳照牧師
遠東廣播公司
總幹事

2010年

• 國際同工鍾姊妹 (借調宣教士) 差
遣禮

• 為宣教同工芬妮舉行差遣按手禮，
正式差往澳洲事奉

• 出版《先是猶太人》下冊

香港分會發展路

1990年代	

• 差會美國總部總幹事開始積極到香
港教會分享異象

2008年

• 開始逢單月的祈禱分享會

• 舉辦教會牧者及機構分享會，介紹
差會目的與使命

• 澳洲工場主任羅倫斯 (Lawrence 
Hirsch) 來港主領「猶情信仰」
聚會

• 開始出版通訊刊物

• 主辦參觀猶太會堂

• 博克教授 (Dr. Darell Bock) 來港
主講聖經講座「從使徒行傳看猶太
人和外邦人的宣教」

• 短期宣教學員莫潔芳傳道前赴慕廸
聖經學院進修猶太事工訓練

• 以色列工場主任冼米高牧師 (Rev. 
Michael Zinn)來港主領三場聚會

• 出版《神的選民—猶太拉比高恩博
士的見證》一書

• 參與基督教聯合書展

• 參與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恩臨萬
邦」聚會展覽

• 加入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成為會員

2007年

• 一群對猶宣異象有負擔的傳道及信
徒開始關懷猶太人祈禱會

• 香港分會於9月正式註冊成立，開
始運作，聘請林志海傳道為執行
主任

• 林志海傳道及羅明德傳道參加洛桑
猶宣網絡會議(LCJE)及差會全球
事工會議

• 首辦以色列訪宣

• 中文網頁面世

2011年

• 鍾姊妹與宣教訓練學員鍾淑賢姊
妹前赴慕廸聖經學院進修猶太事
工訓練

• 參加「恩臨萬邦青宣大會」攤位
展覽

• 「猶太事件簿—不死之謎」課程

• 執行主任參加倫敦的差會全球同工
會議、洛桑猶宣網絡會議(LCJE)

• 編印中英文版 「與猶太朋友分享
彌賽亞」小冊子及簡體字版《神的
選民》

• 參與印尼華福大會攤位展覽

• 參與中國福音大會攤位展覽及送出
《神的選民》一書予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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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7

2016年

• 澳洲同工麥艾蓮(Eileen McDonald)
來港主講「逾越節與初熟節的屬靈
意義」

• 哥頓家庭調派往美國紐約之差遣禮

• 協助華希通主辦納粹大屠殺倖存者
的講座

• 「神的僕人以色列」系列課程

• 開始Shalom Hong Kong本地恆常
猶宣外展

• 宣教士鍾淑賢姊妹差遣禮

• 協辦「認識新時代運動與宣教研
討日」，分享接觸新時代運動的
猶太人

• 協辦「認識以色列，關懷猶太人」
九天學習團

2012年

• 與眾機構合辦第二屆猶宣大會「飲
水思源—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 「以色列宣教事件簿」講座系列

• 「猶太歷史在中國」遊學團

• 「猶太人歸主」神學教育精解課
程系列

2014年

• 協辦「恩臨萬邦青宣大會」

• 哥頓家庭因簽証問題，回港事奉

• 「慶祝耶和華的節期」講座

• 參加香港大屠殺及寬容中心講座

2013年

• 「中國猶學團」

• 國際總幹事基里沙博士夫婦到港主
領「以賽亞書的彌賽亞光輝」聚會

• 鍾淑賢姊妹於Charles Feinberg 
Center進修猶宣碩士課程

• 鍾姊妹前赴I國事奉

• 協助華希通主辦大屠殺倖存者分
享聚會

• 以色列工場主任冼米高牧師到香港
及創啟地區帶領逾越節晚餐一連
串聚會

• 協辦「恩臨萬邦青年宣教大會」

• 美國宣教士羅賓(Robynne)主講 
「如何運用英語與猶太人交談及
佈道」

• 協助帶領香港短宣中心學員參與猶
太人外展事工

• 以色列短宣Shalom Survivors，服
侍大屠殺生還者

• 聖經與宣教講座「從羅馬書9-11章
了解神對猶太人的救贖計劃」

• 差出宣教義工Suki前往紐西蘭的差
會青年旅舍接觸以色列背包客

• 舉辦「安息日晚餐的猶太宣教」
聚會

• 國際總幹事基里沙博士來港主領 
「從猶太眼光看聖誕節：耶穌與祂
第一次降世的預言」及「以色列的
秋季節期」講座

• 十周年感恩晚宴暨猶太光明節慶典

2015年

• 設立「以賽亞53」中文網頁

• 參與建道神學院宣教週及宣教講座

• 出版《猶太人的彌賽亞—解讀以賽
亞53章》中文版

• 執行主任參加耶路撒冷的洛桑猶
宣網絡會議(LCJE)及差會全球同
工會議

• 香港一行8人參與美國Shalom 
Brooklyn 平安，布碌崙(布魯克林) 
短宣隊

• 參與「恩臨萬邦金宣大會」

• 舉辦接觸本地猶太人之訓練課程

• 宣教同工芬妮往紐西蘭工場，參與
背包客事工

• 彌賽亞空間(Messianic Place)暨新
辦公室啟用

2017年

• 以色列工場同工韋米高來港分享
以色列軍人信徒的需要

• 出版《吹響得贖的號角—以色列
的秋季節期》中文版

• 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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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日子

首次以色列訪宣隊

哥頓抵達耶路撒冷後，修讀首個希
伯來文會話班，認識了多位剛回歸
以色列地的猶太人。 「先是猶太人」講座參觀會堂

協辦大屠殺倖存者
分享會

第一期通訊出版
滕 張 佳 音 博 士 主 講 
「猶太人歸主」神學
課程

「猶太歷史在中國」遊學團
於上海猶太人舊聚居地點聽
取猶太導遊講解歷史

2007

2009

2008
20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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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Shalom Brooklyn平安，
布碌崙（布魯克林）暑宣

哥頓家庭被差派前往美國差遣禮
Denise鍾淑賢宣教士差遣禮

以色列工場主任冼米高牧師在香港主領逾越節筵席

翻譯者王大民先生
主講讀書會

來自美國工場宣教士教授「如何運用英語與猶太人交談及佈道」

2015
20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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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長訓勉

同一使命

			建立團隊

						延續宣教

									直到主臨

平安福音差會共勉

成為上主器皿

得著神的選民

宣道會北角堂
宣教事工科

不經不覺，選民事工差會成立已
屆十周年，能夠被邀在特刊中分
享 幾 句 ， 實 屬 榮 幸 ， 也 深 感 不
配！感謝天父的恩典，感動並帶
領屬祂的兒女，回應主耶穌所頒
布的大使命，向萬族萬民宣揚祂
為世人所預備這奇妙的救恩。哈
利路亞！感謝 神興起不同的差傳
機構，當中不乏對神的選民以色
列人滿有異象和負擔—選民事工
差會，便是其中的表表者！

能夠與選民事工差會成為合作伙
伴，並獲差會接納本會姊妹Fanny
為差會宣教同工，讓教會弟兄姊
妹能以有份於關心神的選民，實
為本會福份。願聖天父永不止息
的大愛、聖子耶穌基督豐盛無比
的恩惠、聖靈無限無量的能力，
常 與 您 們 同 在 ， 直 到 世 界 的 末
了。

基督中心堂（九龍塘）堂主任

黃偉略牧師

十載努力傳福音

猶宣工場弘主道

一心稱頌神大恩

萬里征途再闖關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幹事

劉卓聰傳道

Shalom Hong Kong外展佈道吸引過境
香港以色列家庭

猶太對象正閱讀Shalom 
Hong Kong隊員剛送出的
《Isaiah 53 Explanied》
福音書籍

香港短宣中心學員參與猶太人外展事工

大屠殺倖存者享用短宣隊員為其悉心預備的
猶太新年豐富晚宴後一起大合照

Shalom Survivors短宣隊
員藉按摩刮痧服侍大屠殺
倖存者，然後分享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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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載耕耘宣教情

千萬選民待救恩

呼籲教會齊關注

參與猶宣莫遲延

滕張佳音博士

祝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十週年

但願神在未來的日子繼續使用選民事工差會的事奉，

就像「祂要差遣天使，把祂的選民(猶太人)從四方，

從地極直到天邊，都招聚了來。」(馬可福音 13:27)

雖然前面的道路仍荊棘滿途，

但願選民事工差會能像保羅一樣，

「他為選民凡事忍耐，叫他們(猶太人)也可以得著那在

基督耶穌裡的救恩和永遠的榮耀。」(提摩太後書 2:10)

中國浸信會神學院校牧

鄭佑生牧師

「飲水思源」

道成肉身自選民

橄欖肥汁潤華人

禱告差遣齊動員

以色列家全歸神

唐德如傳道暨環球宣愛協會全體執委同工敬賀

懇求主祝福CPM所做之工，直到那日，錫安的居民要說：
「當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
宣告祂的名已被尊崇。」

彩虹喜樂福音堂

譚劍華傳道

「往下扎根，向上結果」

祝賀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踏入第二個10年，向下扎根，向上結果！

把握我們的優勢, 如：

中國人和猶太人世界觀相近、對宗親父老都十分尊敬、都歷經苦難劫
後奮力復甦、二戰期間眾國拒收獨中國接納 — 以至有“上海方舟”
之美譽！

1. 去愛猶太人. 神早已預定他們將全家得救, 我們還不趕快配合！

2. 去為他們的靈魂和地土禱告, 他們極需要我們代求。

3. 神已命定, 我們如此行是討衪喜悅, “必然興旺”！

龍維耐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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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此至終	—	心繫錫安
哥頓宣教士

宣教士在前線

當時香港所屬教會及差會之美國總會均認為我們夫婦在港事奉兩至三年後，應是合適時
間前往以色列工場，但大家都覺得欠缺了差會的香港分會作為中介單位，在處理行政事
宜及宣教士關顧上，實在有不足之處。於是在2006年，我便向美國總會申請，獲授權在
香港尋找心志相近人士，開辦香港分會。經過一年時間的部署，感謝主帶領數位忠心事
奉的義務董事同工，另外，主亦同時感動林志海傳道願意放下牧會工作，加入差會作全
職事奉，因著主的奇妙開路下，我們共同籌組在政府註冊及各樣行政事宜，香港分會便
在2007年正式成立，轉眼間已經是十年了。

在2000年，哥頓讀神學期間，同時成為差會之學生宣教士，
參與美國紐約之佈道體驗。

結婚後，哥頓與燕子在2002年讀神學期間，參與美國
紐約之短宣體驗。

2008年哥頓家庭被差會接納，正式成為以色列候
任宣教士，與國際總幹事及以色列工場主任合照。

2008年哥頓家庭首次帶同當年一歲的呈慶，往耶
路撒冷具體了解當地之生活及事奉情況。

在以色列事奉期間，哥頓於耶路撒冷帶領華人短
宣隊時，在街頭巧遇當地法輪功人士，即時與她
談道。

在以色列事奉期間，哥頓於台拉維夫接待從香港
來訪之短宣隊，一同於食品分發中心服事。

1999年1月，選民事工差會國際總幹事基
里沙博士訪港，我聽了他的異象分享，與
他詳細交通後，便有感動申請加入差會參
與猶宣事奉。同年年底，我被芝加哥慕廸
神學院取錄，修讀猶太宣教及近代以色列
課程，同時成為差會之學生宣教士，參與
美國及以色列地之猶宣事奉。在芝加哥完
成數個神學課程後，我和妻子燕子宣教士
於2005年初回港牧會和推動宣教，同時
禱告等候被差派往以色列事奉。

當香港分會的運作漸上軌道後，我和家人在
2009年被差派往以色列事奉，直至2014年，
因著簽證問題需要短暫回港。經過與香港分會
和美國總會交通禱告後，在2016年，我和家
人回應呼召遷往美國總會事奉，但仍然保持著
心繫錫安的強烈心志，以穿梭紐約及以色列地
的形式，分身兼顧兩個地區之猶太人福音需
要。在過去數年的多次轉變中，香港分會給予
我們一家很大支持，在行政事務及關顧上，與
美國總會及我們差派教會，保持緊密聯繫，使
每次經歷困難轉變時，得著幫助和鼓勵。

今年香港分會藉十週年紀念舉辦多個聚會和活
動，求主使用，並願主帶領分會在推動華人教
會認識猶宣及差派華人宣教士的事奉上，繼續
努力，使更多華人信徒以不同形式參與猶宣。
哥頓家庭的心願是更多華人信徒支持香港分
會，支持以色列事工，並支持猶宣事奉。

榮耀歸神！阿們！

我和這間國際差會之彼此認識，始於
約二十年前的網上聯繫。自1997年
開始，我便參與香港一間教會舉辦的
猶太人關懷小組，為以色列及為猶太
人的得救禱告。1998年暑期，我前
往英國倫敦首次參與猶太人短宣事
奉。回港後我心裡有兩方面領受，一
是認定了主對我在猶宣事奉的呼召。
另一方面，縱然英國猶太人有很大的
福音需要，但我心裡所記掛的，還是
以色列地之屬靈狀況（當年從未踏足
以色列），常常心繫錫安。同時，我
開始在互聯網上向眾多猶宣機構查詢
他們的事工，其中一個便是選民事工
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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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妮宣教士

感謝神恩召開路，在猶宣服侍上讓我有機會邊做邊學，更認識了選民事工差會前身——
跨宗派的關懷猶太人祈禱小組，當中許多位兄姊在猶宣上的心志能力，與神同進的信心
勇氣，大大激勵我！感恩選民事工差會的香港分會於2007年成立，固定的單月週二祈禱
會，成為我定時更新各地猶宣現況，為猶太人的得救不斷祈禱經歷神恩的地方！

當時香港分會沒有固定辦公室，全職同工只有林傳道一位，但從無到有全是神的作為。
因著事工在開拓初期，加上香港猶太人口內聚，不適合高調的本土外展工作，香港分會
在有限的人力資源下，仍忠心擔任支援總會及以色列的前線工作。由2008年開始，我參
與差會會計一職，可以更深入體會猶宣：各地猶太人現況、前線的機遇與挑戰、教育及
文字工作、動員與祈禱網絡、行政財務媒體支援等；實實在在看到一切是神恩才成。在
幾項單一事工的支持，如為遠東俄羅斯猶宣工作、為以色列的逾越節少年營的奉獻都超
過二萬元，神實在感動弟兄姊妹單純直接回應需要。

到了2009及2012年，香港分會更在香
港舉辦了首兩次的猶宣大會，神呼喚我
們更積極委身。我們每一位同工實在是
蒙恩，得以在此時此地參與其中，見證
神對選民永遠的愛。神在2009年興起了
差會第一個宣教士單位前往以色列去，
祂又供應足夠一切需用！同年主恩再
臨，神感動我一無所缺到澳洲分會作支
援，2010-13年在墨爾本參與許多事工
的開拓發展，再一次見證了香港分會忠
心在支援工作上，成為各地猶宣的一點
動力與幫助。那時在外宣教同工已經增加至5人。同工們在不同工場學習經驗的前線工
作、事奉挑戰、生命成長，都一一在述職期間帶回港，為本港教會帶來更廣闊及更切身
的猶宣視野。

7年過去，差會進入發展期：我們更新了網頁，開始電子報，啟用臉書連繫年青一代，
在認識及參與猶宣的推廣上，實在大有幫助。神更為差會安定了一個小小的「彌賽亞空
間」作為辦公室、資源中心及培訓用途，直到今天仍為神所用。在神的時間到來，世界
拉得更近，旅港猶客上升，差會亦從試驗到定期舉辦ShalomHongKong外展，與猶客及
本地猶人直接接觸，實在感恩。旅港猶客更有年青背包一代，半年甚至一年時間在以色
列地以外遊歷探尋人生可能性。在紐西蘭、巴西、阿根廷、澳洲的分會都有面向這群體
的福音據點，並持續發展中，而更多信徒接受裝備，參與愛心接待及見證分享福音！我
過去參與紐西蘭的短期服侍，走到內地，更體會神願意年青信徒興起，參與猶宣背包客
事工，實在是密集而有效的在職訓練！

差會踏入下一個十年，未來猶宣的機遇如
何？且拭目以待，細看並數算神的恩典更
多！更深盼在身體衰敗日子尚未來到以
先，盡一己的本份，成就神在選民中的救
贖計劃。主，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2017短宣，安慰百姓

在遠東俄羅斯，神記得祂的子民

住棚節與歸主二代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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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ise	鍾淑賢宣教士

我在2008年下半年認識並接觸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CPM），在2010年底
加入差會，我亦可算是早一批與差會一起成長的成員。匆匆經歷七個寒暑，
回看由開始到現在，都是神在穿針引線，叫我與選民事工差會結下不解之
緣。CPM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差會，在我認識CPM之前，我還是信徒新丁，對
差傳事工一竅不通。但CPM的同工們給我深刻的印象，就是對傳福音給猶太人
的滿腔熱誠。這是我多年來一直渴望有的同行者。

過去差不多九年的時間，香港CPM的同工們伴我一起成長。沒有他們的體諒、
支持及鼓勵，我斷不能自己踏上蒙召向猶太人宣教的路。我感謝神，同工們對
我的信心，對我開始宣教之時的鼓勵與支持，超出我所想所求。他們對我的信
任，給我在學習事奉上極大的彈性，叫我能按神給我的呼召及恩賜去服侍，我
是何等的蒙福。神藉著香港CPM，成為我成長及學習事奉的平台。我們力量微
小，但更顯出我們背後的神強大。這十年間神一次又一次的使我在香港CPM的
成長中，看見神自己的保守帶領。若不是出於神，我們又如何能派出五位宣教
士同工，在香港有定期的聚會，服侍並接觸香港的猶太人？若不是出於神，我
們又怎可能有香港的辦公室並翻譯及出版不同的書籍？

願我們這群蒙恩並領受了呼召要向猶太人傳福音的門徒，在領受及經歷著這一
切的恩典之時，能夠勉之，再繼續奔走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路，經歷福音的大
能，以信心及愛心去服侍，先是猶太人後是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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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猶此至終
鍾姊妹宣教士

終於嘗到耶路撒冷的六月末七月初天天豔
陽高掛的酷熱天氣，我住的房子沒有空
調，有需要時便開著風扇，一解悶熱。其
實一年之中睡覺時要開風扇的日子可以數
得出。

我住在這裡已有差不多四個年頭了，但是
回想我對猶人的負擔卻已超過廿多年了。
今年對這個中東小國來說是有很多值得
紀念的事情，包括：巴爾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一百周年紀念，耶路撒冷統
一五十周年紀念等。

今年也是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成立的十
周年紀念。感謝神讓我有份於其中，與差
會一同見証神的恩典與祝福。

在我第一次到這小國旅遊時，神已將一個
關切這民族的心賜給我，特別是對他們的
得救問題最為關心。十五年後選民事工差
會香港分會成立，我被邀請成為董事之
一，與其他董事們共商如何在港推動猶宣
工作。當時的我是在一家教會當全職傳道
的事奉，雖然牧會的職事相當忙碌，但我
卻無忘對神選民的負擔。

2007年差會成立，同年差會舉辦了第一
次訪宣，我參加了，能重遊舊地，倍感興
奮。最深刻的是我們有機會聽到不同的本
地彌賽亞信徒分享他們的信主見証，其中
有兩個原因是相似的：一是有關心他們的
外邦信徒與他們分享主耶穌是彌賽亞的信
息，二是他們有機會閱讀新約聖經。他們
的分享令我深深體會到我們外邦信徒在猶
人信主的事上有著重要的角色。

一年之後，我以差會董事的身份與差會執
行主任林志海傳道夫婦及哥頓家庭一同出
席選民事工差會國際退修會，因而第三次
再來這小國。當時的我正在著意尋求主的
旨意—主啊，祢是否呼召我踏上宣教之
路，向祢的選民傳揚福音信息？在退修會
期間，我天天祈禱，向神發出這問題。我
們的神是垂聽禱告並且回應禱告的，祂讓
我清楚知道祂要我承擔這個福音使命，向
祂的選民傳揚福音，還福音的債。

我將我對猶宣的負擔向我母會的牧者、長
老、領袖們分享；也向我牧養教會的同工
及領袖們、會眾們分享，他們都十分支
持；也與我宗派的差會環球宣愛協會，及
我作董事的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分享，
他們也十分關心及支持。經過兩年的預備
期，我在2010年被教會及兩間差會一同差
遣，踏上猶宣之路。

猶宣第一階段是裝備。我先在美國修讀猶
太事工課程，認識他們的歷史、文化、風
俗，習慣、宗教思想等，作日後事奉的基
礎，並且尋求未來事奉的工場。在離開美
國之前，神已指示我這個中東小國就是我
的工場。第二階段是出發到工場事奉，四
年前我正式來到這裡生活、學習、事奉。

回想，這猶宣使命，猶此至終都在我心
裡。我以這裡為我第二個家，感謝神給我
愛在這裡的心。我喜歡這裡的人、節期、
文化、語言及生活等，最愛是與他們談聖
經，談彌賽亞，談耶穌基督……求主繼續
賜我恩典、能力、智慧在這裡為祂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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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出版

《吹響得贖的號角──以色列的秋季節期》

作者：基里沙博士與基夏花博士         翻譯：王大民

本書詳細闡釋了神藉著摩西五經所製訂的秋季節期，和所蘊含的彌賽亞啟示。
討論的範圍包括：

• 聖經的規定

• 舊約時期的過節方式

• 基督在地時的過節方式

• 基督在過節期間的啟示

• 聖殿被毀後今天猶太人遵守節期的情況

• 節期的最終意義

《神的選民—猶太拉比高恩博士的見證》

作者：拉比高恩

此書乃差會創辦人拉比高恩的自傳。他出生於19世紀的東歐，在正統猶太教
背景下成長，並受訓成為拉比。他後來奇妙地相信彌賽亞耶穌，並全心全意地
勇敢向同胞作見證，而且創辦了差會來事奉主，致力將福音傳給猶太人和外邦
人。

《先是猶太人》合併版

編輯：戴路．博克教授與米切．基里沙博士

翻譯：王大民

本書圍繞著羅馬書1:16的聖經指令上加以建構，撰寫成一本分析猶太佈道在聖
經、神學、歷史和實踐的論據。這部作品結集了多位北美重要神學家的研究成
果，裡面包含著廣泛的神學角度，能夠給予神學教師、牧者、宣教士、佈道者
作為一本通用的教科書和實用資源。

《猶太人的彌賽亞—解讀聖經以賽亞書第53章》

作者：基里沙博士

本書作者基里沙博士特意向猶太人同胞分享個人在信仰上的追尋，盼望他們
能客觀地看看以色列最著名的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那位「耶和華的僕
人」——所要作的事，並如何由一位歷史上最著名的猶太人——耶穌——所全
面應驗了。猶太讀者看過作者展示的證據後，可自行作出判斷。外邦信徒也可
以藉著本書進深認識以賽亞書。

同行伙伴

李望璋姊妹

很感恩，今年是差會成立10週年，是十分豐盛的
一年，有很多聚會及課程可參與，讓更多教會、
主內肢體認識猶宣的重要。

在一次宣教團契中，我才知道猶太人和我們一
樣，要靠耶穌基督才可得救。藉著聖靈帶領，我
參加了選民事工差會為猶大人得救的祈禱聚會。

初時，猶宣充滿攔阻，但藉著禱告，我看到神一
次又一次的開路，使用差會，興起宣教士前往猶
大人社群中事奉，以色列及美國的敬拜中心啟
用，背包客事工等，現在香港也有機會服侍猶太
人，這都是見証神是聽禱告的神，守約的神，祂
並沒有放棄以色列。

參加了祈禱會後，我對猶太人認識多了，見到原
本是得救的一群，現在郤在救恩之外，實在難
過。

求神祝福差會，大大使用差會，加能𧶽力給各參
與事奉的同工，感動更多猶太人回轉歸向耶穌。

陳少寧姊妹

不經不覺轉眼10年了，記得起初參
與選民事工差會(CPM)，是因為當
時母會在推動差傳事工，團契裡每
一個小組去關心一個宣教士，而我
小組就關心猶宣，為了想多了解猶
太人事工和宣教士的需要，就這樣
開始接觸CPM，最初聚會很少參與
者，還記得我們以結他唱詩然後便
為一班宣教士禱告，後來神一路帶
領有更多來自不同教會肢體參與，
感謝神給予我和幾個肢體(屬自己堂
會)一同參與，彼此支持、勸勉，願
神繼續幫助我們更明白祂的心意，
成就祂的計劃。

黃耀華弟兄

十年可說長，也可說短！差會的十週年活
動，提醒自己，不經意地已參加了差會的祈
禱會和司事事奉已這麼久。

因母會大力推動「關心差傳」，從此就開始
認識不同宣教士在世界各地的事奉。最初參
加猶宣的聚會時[當時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
會)還未成立]，抱着認識一下猶太民族，他
們為何被揀選成為神的選民。透過不同的聚
會，對這個民族認識多了，同時地，讓自己
看見神對祂的選民不離不棄的愛是何等長闊
高深。

我深信神的應許不會落空，猶太人全家得救
這個時刻必定實現，能夠參與為猶太人禱告
的行列，是神的恩典。

願神大大賜福差會，讓更多猶太人知道耶穌
基督就是他們所等候的彌賽亞。

陳嘉寶姊妹

我在教會中是關懷猶太小組的成員，
出席選民事工差會(CPMHK) 祈禱會，
讓我不斷收到差會及宣教士消息。CP-
MHK祈禱會和講座總是我推介給身邊
肢體認識猶宣的首選。我也很高興藉
CPMHK認識到其他教會的肢體，神如
何吸引他們來。每次出席CPMHK差遣
禮及宣教士述職分享都得著鼓勵。我
也有幸參加過CPMHK主辦的以色列短
宣，享受差會悉心安排的行程，可以
親身接觸當地福音對象，認識當中的
宣教士。願主繼續保守及使用CPMHK
在 香 港 進 行 猶 宣 教 育 及 推 廣 ， 招 聚
更多愛猶太人的信徒一起開展猶宣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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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回應

(一)	行動

我希望更多認識或參與以下事工：

□	全球選民事工差會以色列復國七十週年聖地團
 ［2018年7月3至14日 (12天團) 隨團講師：哥頓宣教士］

□	以色列復國七十週年紀念之跨文化事工學習12天團 
 (2018年7月16至27日，合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	Shalom Israel平安，以色列訪宣  
 ( 2018年8月上旬，合辦：環球宣愛協會)

□	單月祈禱分享會
每逢單月第二個週二舉行

每次特設主題，講解分享以色列及猶太民族最新情況

邀請宣教士、訪宣隊員、本地及國際差會同工分享

為猶太人得救祈禱

□ Shalom Hong Kong外展佈道 (接觸遊客及香港猶太人)
在香港數個特選地點 (太平山頂、機場、昂坪、尖沙咀、中環等)，穿上印有 
Shalom字眼的T裇，分隊以友善和平的態度，將神與人和好平安的信息，主要
與神的選民猶太人(包括在香港的猶太居民、旅客、商務客)分享

□	我希望邀請差會同工到我的教會分享

長期宣教

推動支援

與猶太人
分享

禱告守望：
參與單月
祈禱分享會

你能參與的
猶宣機遇

差會接受邀約聚會主題
1. 有關猶太差傳教育的信息
2. 逾越節晚餐：示範及講解
3. 基督教信仰的猶太根源
4. 《先是猶太人》主日學課程
5. 舊約彌賽亞預言主日學課程
6. 神對以色列的計劃

訪宣隊：
Shalom Israel以色
列訪宣隊、Shalom 
Brooklyn美國暑宣隊

Shalom Hong Kong 
本地外展佈道

持續學習：
差會美國菲爾保神學中心
(Charles Feinberg Center)與
Talbot神學院合辦三年制道學
碩士，專門以猶太研究及從
宣教事工角度培訓學生

經濟支援：
宣教士、宣教工場

差會辦事處、各種宣教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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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奉獻

□ 一次過 □ 每月定額*  $ ____________________   
 
作為：

□ 經常費用 □ 培訓事工 □ 文字事工

□ 以色列事工 □ 支持有需要宣教士及工場　

□ 指明宣教士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支票 / 電子支票抬頭請寫「選民事工差會有限公司」；或

2. 直接存入匯豐銀行帳戶411-406499-292，並將存款紀錄連同個人資料寄回

本會。

* 請考慮使用自動轉帳，可瀏覽本會網站www.chosenpeople.org.hk，下載

回應表及表格，或聯絡本會。

(三)	關注

□	願意收到差會中文通訊						□	電郵版						□	郵寄版

□	願意收到差會以電郵不定期發出的消息及代禱事項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作報稅用途，姓名必須與報稅資料相符)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間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時聚會教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只用作寄發奉獻收據及收取差會資訊。)

猶宣工具

藉著送出這本英文書籍

《Isaiah 53 Explained》，
讓猶太對象閱讀時了解這章

舊約聖經所預言的是誰。

“Shalom Index”問
卷，邀請對象回答所

述有關「平安」的

問題，從而引發信仰

討論。

希伯來文版或英文版

新約聖經，送給福音

對象。

向以色列人派發這希

伯來文版本《Isaiah 53 
Explained》。

猶太福音刊物《歷史

上最有影響力的猶太

人物》，送給有閱

讀興趣或好奇心的

對象。

精緻可愛小熊貓紀念

品，送給對象，他們

每一位都很歡喜接受。

這張宣傳咭乃介紹網頁

“I Found Shalom.com”，
載有數十位猶太信徒的個人

見證的分享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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