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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主任手記

不忘初心
2017年底是香港分會成

立10周年紀念，2019年更踏
入總會的125周年。感謝神的保守與恩領，直至今天
我們仍有主所賜的機會服事祂、服事猶太人。

我們的創始人高恩拉比(Rabbi	Leopold	Cohn)
於1894年建立選民事工差會(當時還稱為American	
Board	of	Missions	to	the	Jews)，便致力向他許多的
猶太同胞傳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事實上，他與太太
的事奉見證十分感人，亦吸引到許多猶太歸主者陸
續加入差會同心服侍。

使徒保羅與高恩拉比可以說有一個共同異象，
就是不以大能的福音為恥，努力實行福音先是猶太
人的事工。今天，神也興起我們中間的華人同工在
以色列、美國、澳紐、香港、創啟地區進行前線工

作，我們祈求主的是，叫我們不要忘記差會初心：
先是猶太人、愛神所愛的猶太人。

因此，在2019年有兩方面香港分會盼望特別關
注，以回應125年的神恩。一方面，我們發現民宿接
待事工是十分有效服侍以色列旅客和分享福音的平
台，神也在這方面給我們機會與恩典（見下文）。
另一方面，服侍居於以色列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是
另一個寶貴的事工，在這一年，我們更嘗試邀請倖
存者在1月份來港分享見證，而計劃其後5月和10月
份則舉行倖存者深度短宣隊。請密切留意差會日後
消息。

盼望神也興起你們，願與我們一起同行，見證
猶太人聽福音與信主的歷程。

你的弟兄僕人
Mark 林志海

猶客民宿事工
每年超過6萬人次以色列旅客到訪香港！我們可以為神的選民做甚麼？

在以色列地，年青人到了十八歲都要服兵役，女孩二
年，男孩三年的時間。這些年青人服兵役後，都會用上
一年時間，旅遊不同國家，體驗世界，尋找生命意義。
感謝神，在旅途上，這些年青人對新事物特別好奇，也
沒有受到任何來自朋輩、父母或猶太社群的壓力，可以
更開放地接觸聆聽關乎耶穌的救贖。除此以外，每年到
港遊玩的、公幹訪港往內地的、整個家庭遊學香港的以
色列人，多而又多。每年就有超過6萬人次到訪香港，
我們有機會接
觸 其 中 一 些
人。愉快的旅
途中，能聽到
我們信仰彌賽
亞耶穌的生命
經歷，豈不全
是神的恩典？

猶客到港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對家庭特別看重，因此住進當
地人的家，吃當地人的菜，親身接觸當地人的生
活及世界，興趣特別大，民宿接待很受歡迎。香港
分會不久前在創啟地區開設的「喜樂之家」免費民
宿，很受以色列人歡迎，差會期待可以在香港設立
相同事工，我們等候你的參與，在香港奉獻地方、
租金或是時間，在源源不絕的猶客當中，給他們
一個5星級的家，見證神的愛，讓神的選民得以認
識及接受他們的彌賽
亞耶穌與祂的救贖恩
典，與我們同得永恆
的福樂！

民宿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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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復國七十週年紀念活動

全球選民事工差會聖地行全球選民事工差會聖地行全球選民事工差會聖地行全球選民事工差會聖地行

跨文化事工學習團
本會與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於今年七月

十六至廿七日合辦跨文化事工學習團，本會
宣教士哥頓作領隊，差聯同工作團牧，一行
十四人，往以色列認識耶穌曾到訪的地方，
默想記念，也了解猶太人的歷史與福音需
要，並身體力行的作佈道服侍，整個行程滿
有主的恩典，團友同心學習與事奉。其中特
別有意思的是某天早上參觀大屠殺博物館，
認識有關歷史後，參加者雖感心情沉重，但下午即有聚會，服侍生還者，
以詩歌獻唱、舞蹈表演、見證分享、健體活動及食物分享，與他們渡過愉快的時光。不
少參加者在行程中不但靈性得更新，相信對猶太人的需要及有關事工，都有更深刻認識與領受，
願主繼續引導他們的參與。

Shalom Israel平安，以色列短期服侍隊
本會與環球宣愛協會於八月一至十一日合辦短期服侍隊，共十二位團員身體力行，透過親身體驗及服侍，認識工場

的情況及需要，提昇關心、代禱及支持。

為大屠殺倖存者表演中國傳統舞蹈

隊員穿上中國傳統服裝參與聚會，與差會以色列工場主任冼米高牧師合照
預備物資進行街頭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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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祝以色列復國七十週年，
在七月上半旬，有超過五百位來自
全球各地選民事工差會的同工和支
持者，雲集耶路撒冷。除了日間參
觀旅遊景點，晚上更有詩歌敬拜和
異象及事工分享會。香港有四十位
代表。

這次以色列之旅，讓我們踏上
神兒子耶穌基督曾經走過的足跡，
令我們又感動又興奮。以下整理自一位第一次到訪以色
列團友的分享：

我們在主哭耶京堂遠眺耶路撒冷城和聖殿原來所在
之處，想起主耶穌為耶路撒冷哀哭，祂不只是為耶路撒
冷，更為其中居民的硬心流淚。四十年後，一塊石頭也
不留在石頭上，猶太人遭遇何等悲慘！但他們卻不明
白、不知道！

我們緩緩步入客西馬尼園，坐在千多年的古老橄欖
樹旁，它們見證著主耶穌昔日在此憂傷的禱告。當靜思
主耶穌如何像橄欖般受壓成油，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
的情景，內心不期然湧出向祂的感謝，因為祂為我們的
罪選擇喝盡了苦杯！

在行程中聽了領隊和導遊講解以色列的歷史，看過
大屠殺紀念館展示的猶太人苦難經歷，心中對猶太人更
有負擔，開始為他們的得救禱告，也為那些為彌賽亞耶
穌向他們作見證的弟兄姊妹禱告。



4月26日
   納粹大屠殺歷史專題講座

 「列邦中的義人」
主辦：華希通　本會協辦

本講座在一片踴躍的氣氛中順利舉行，共150人出席與發問交流。猶太專
家講員凱依法細膩地描述在大屠殺悲慘過程中，竟有不同的外邦人甘願冒險營救受

逼害的歐洲猶太人，展現了人性的美善。

雖然凱依法本身並非基督徒，他仍特別分享了外邦基督徒如何行義保衛神的選民猶太人，個人的包括當時駐維也納
華人領事何鳳山，而唯一以團體名義得著以色列頒授「列邦中的義人」榮譽的，就是當時位於法國的勒尚邦小鎮，居民
都是基督徒，他們共同收容保護了超過1000名逃難的猶太人。

這次講座的分享，十分感動著會眾看見神昔日如何使用這些外邦信徒祝福保護猶太人。今天，我們也被激勵去祝福
猶太人，特別是引領他們認識彌賽亞耶穌，得著永恆的保護。講座結束時我們眾信徒一起與講員禱告，也特別為講員的
得救禱告，場面甚是寶貴。

6月8-12日
   「咫尺天崖」差傳營會 

主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本會協辦

差傳營會有百多位青年信徒參加，宣告同一使命，為主傳揚。

這次大會除主要信息外，也安排了一些專題講座，而本會執
行主任也藉著猶太逾越節筵席示範，將猶太民族文化與福音需要向
十多位青年分享，也一同體驗品味逾越節。

這次事奉最大的收穫，是得著了兩位寶貴青年人的答允，成為
本會的「學生義工」，在他們分別升讀在香港的醫學院與在英國的大
學研究院，在猶太差傳上有份和傳揚，求主大大恩領他們。

差會自4月開始透過多樣化的聚會與
� 渠道與不同群體接觸，傳遞猶宣異象。

5月4-8日 第三屆聖經展覽「神說中文x 聖經筵席」
主辦：基督教文字宣教團　本會為其中支持單位

大會有豐富的展版觀賞外，也展出了本會提
供的有150年歷史在歐洲會堂的舊約妥拉經卷，
由牛犢皮製成，讓出席者近距離觀賞。

這展覽其中一個特色，是大會安排由本會執
行主任負責示範逾越節筵席現場解說，一共有18
場，每場平均70人圍著參與及聆聽講解，氣氛十
分歡樂，信徒和牧者也一同有屬靈領受，了解聖
經逾越節節期，也明白今天猶太人的福音需要。

隨後在10月份的「澳門第十六屆基督教書展」，本
會執行主任分享了「最後晚餐的逾越節筵席 」，包括
逾越節餐盤介紹、祝福禱文和擘餅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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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 
差會祈禱分享會：
 烏克蘭與猶太人

猶太人在東歐的烏克蘭歷史悠長，遠在主前四世
紀，已有他們的足跡，高峰時，在上世紀，猶太人口幾
達二百萬，可是猶太人在這國家中是歷盡苦難。

烏克蘭猶太人歷史中的苦難
猶太人在烏克蘭曾有一段輝煌的歷史。八至十世

紀，不但其他百姓，甚至掌權的可薩汗國也有皇室中人
跟從猶太教。然而，隨著他們的繁盛，反猶主義也蔓延
起來，歷史中出現好幾波殘殺事件，包括1648-49年，
哥薩克人以殘忍方式集體殺害猶太人；1881-82年也發
生大屠殺，蔓延至各省；1919-1920年各處發生多達
700宗的集體殺害事件，估計約12萬人被殺，不包括受
傷及被暴婦女，還有財產被搶奪、摧毀，商鋪、房子被
焚燒等。更厲害的殺害發生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佔領
烏克蘭，全國各處的猶太人，或被帶到密室中受毒氣，
或被帶到森林中，在山溝旁就地槍殺，在基輔西北部的
一個山谷Babi	Yar，單單在1941年9月29-30日兩天內，
共33,771人遇難。可悲的是，有烏克蘭人與納粹合夥，
企圖滅絕猶太人。在1939年，居於烏克蘭的猶太人曾有
150萬-200萬，但二戰期間，估計約100萬-150萬被殺
害。大戰後，社會對猶太人仍不友善。

近年情況
過去30年，由於不同因素，包括：1986年切爾

諾貝爾核電廠爆炸、1991年蘇聯解體及烏克蘭獨立、
2014年東部衝突內亂，很多猶太人移民離開，其中很多
到了以色列。該國猶太人口最新數據尚待正式統計，就
著對猶太身份不同嚴謹度的定義，有不同的人口估算，
有估計5萬至6萬，也有估計10多萬至30萬。

獨立後的烏克蘭由於經濟改革不成功，社會一般活
在貧窮邊緣中，猶太人亦然，老人缺乏糧食，中年人失
業，東部的衝突，更使人失去家園。當然也有部份猶太
人也是較為富有的，現任總統波羅申科，本是富有的巧
克力廠商人，據稱就是猶太人，現任總理弗拉基米爾也
是猶太人。

烏克蘭脫離蘇聯後，有領導人多次表達對猶太人的
正面態度，甚至總統公開承認二戰時烏克蘭人對摧毀猶
太人的罪行。近年猶太社區也努力復興，建立多個猶太
組織、參與政治，促進猶太教育等。然而社會上仍存在
反猶情緒，儘管猶太人在公職上有一定成就，許多人民
仍不信任他們，傷害猶太人的新聞也有發生。

猶宣的阻礙與機遇
烏克蘭獨立後，大量猶太人歸主，後來雖曾放緩下

來，但近年東部的內戰又再次使人心開放，2015年，估
計有10,000-15,000烏克蘭猶太人相信耶穌，可說是猶
太歸主運動一個重點，2016年，該國有超過40間歸主猶

太人教會，包括被稱世上最大猶太歸主者教會—基輔猶
太教會	(Kiev	Jewish	Messianic	Congregation)	。

隨著烏克蘭猶太人移民，當中的歸主者在世界不同
地方建立起更多教會，有同工估計現今在以色列中說俄
語的歸主者中，有一半是來自烏克蘭。有猶太福音機構
的負責人曾說：「這些趨勢使烏克蘭作為向全球猶太人
分享福音有高度影響性……烏克蘭也許代表接觸猶太人
的最大機會。」近年不同差會透過多樣性的事工，包括
慈惠及直接的佈道工作，能接觸及跟進不少猶太人。

然而，部份猶太人視信主的猶太人對他們造成信仰
威脅，此外，現今一些東正教及新教教會仍存在反猶主
義及替代神學，新教教會也欠缺合一。還有，昔日有烏
克蘭巿民與納粹合作殘害猶太人，這傷痕及大屠殺的痛
苦記憶仍深植在猶太人心中，這些都成為見證的障礙。

但感謝神，近年選民事工差會在烏克蘭的工作頗有
成效，事工包括成立彌賽亞教會、慈惠工作、猶太節期
事工、領袖訓練、復康中心、監獄事工、青年、兒童及
婦女事工、探訪、福音外展、音樂會，與本地教會、社
區群體合作等，於2017年，就有85人歸主及受洗。願主
繼續憐憫在苦難中走過來的烏克蘭猶太人，讓他們經歷
主的救恩與慈愛。

▲烏克蘭Rivne的大屠殺紀念碑

▲當他一間猶太人社區中心

▲ 當年烏克蘭境內大屠殺的景象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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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 納粹大屠殺歷史講座
講員張姑娘曾於希伯來大學訪學超過兩年，對服

侍猶太人素有心志，親身走訪歐洲二戰時期集中營遺
址。張姑娘向與會者展示集中營遺址，以及納粹大屠
殺時期歷史建築之圖片及錄影，分享其親歷其中的體
會及感受，呼籲弟兄姊妹關心倖存者身、心、靈的需
要。

另一講員哥頓宣教士指出，大屠殺時期歐洲猶
太人殉難人數接近一半，二戰之後只餘下五百萬猶太
人。我們必須關懷生還者，因為他們年事已高，當中
首要就是向他們傳福音。在我們向猶太人表同情的同
時，我們要明白，猶太人，無論是倖存者還是現今的
猶太人，他們仍然活在納粹大屠殺的陰影底下。我們
只有帶著這份敏銳的心思，才能有效服侍猶太人。差
會透過許多途徑及方式服侍他們，例如：送贈食物予
生還者，在猶太節期聚會中分享福音，在愛心廚房分
發膳食。弟兄姊妹甚至可以考慮親身到以色列地，身
體力行服侍生還者。

是次講座吸引逾
三百人出席，足見弟兄
弟妹十分關心猶太人的
苦難歷史，對神的選民
一份銘記之情。

9月7日 「同心守望猶太人」聯合祈禱會
首屆「同心守望猶太人」聯合祈禱會由八個機構及單位一

同主辦與協辦，期望透過集體的力量，同心為猶太人的得救禱
告，願神喚醒他們沉睡的心靈。當晚約有100人出席。

猶太至聖日由每年猶太曆之7月1日吹角節（新年）開始，
一直延續至7月10日贖罪日為止（2018年即9月9日至19日），
這十天稱為悔改期，猶太人會悔罪、禱告與行善，當中有特定
的儀式及禁戒。我們邀請你也一起為普世猶太人禱告：

•	 	許多猶太人仍活在黑暗中，在外面對反猶的逼迫，在內則反
神自義，求主憐憫，讓祂的榮光照亮選民的心，使他們認識
以馬內利，歡喜期盼神應許的主再來

•	 求主興起教會，為主吹響回轉的號角聲，更多積極參與

•	 	宗教化猶太人能從內心悔改

•	 	猶太人在至聖之日，尋著生命之源

先是猶太人 $170（節省$25） 
圍繞羅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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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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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中的彌賽亞１：
逾越節的福音 $50（節省$10） 
深入介紹逾越節這個猶太重要節
期，闡釋其中含義。

逾越節中的彌賽亞３ :
逾越節的羔羊 $50（節省$10） 
集中認識如何在今天傳統的猶太逾越節筵席裡，看到
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逾越節的羔羊。

《逾越節中的彌賽亞1, 2, 3》
 系列全套
 再8折：$120（節省$60）

詳細資料請瀏覽	http://chosenpeople.org.hk/publications/

逾越節中的彌賽亞２：
福音書中的逾越節 $50（節省$10） 
集中討論福音書對逾越節的記載，並耶穌基督如何
成為逾越節的羔羊。

吹響得贖的號角 $100（節省$15） 
解釋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包括：舊約聖經對
節期的規定，以色列民遵守這些節期的方式，主耶
穌如何在節期的背景裡作出教導，今天的猶太人
是如何遵守節期，並這些節期有甚麼真實意義。

香港分會特別版紀念品
閃鑽原子筆
黑金色或珍珠色  $100

訂購方法：
請將姓名、電話、地址及訂購項目與數量，電
郵至info@chosenpeople.org.hk，差會將與你
聯絡。謝謝。

超輕摺傘
防UV 重量少於180g
打開後傘面直徑85cm  $120

差會新書特賣 鼓勵讀者認識猶宣

2018

同心守望

十天至聖日
      代禱小冊子

猶太人

來自各單位的聯合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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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1.	 	求主幫助能夠適切地協助各宣教同工(包括實習宣教士和宣教義工)的發展及
需要，以致差會以美好的團隊來事奉神。

2.	 	記念前面要帶領或協調的本地猶太佈道、創啟及本地民宿發展、大屠殺倖
存者的服侍，能讓更多猶太人得聽神恩惠的福音。

Maria (實習宣教士)
1.	 		已完成以色列實習，記念姊妹前面的兩個月創啟實習，以及約半
年的母會及播道差會實習，求主恩領。

Iris鍾姊妹
1.	 	新學年將於十月中開課，主修兩科及一個實習。求主賜力量、恩典及智慧
來兼顧學習及功課、事奉及個人生活。

2.	 	為事奉安排禱告：求主預備合適及穩定的事奉伙伴作每周的外出佈道及作
福音探訪，另求主加心力來關顧彌賽亞教會的姊妹們及有需要的肢體。

3.	 	求主憐憫未信的家人：母親及弟弟一家能早日信主得救。

芬妮
1.	 		感恩創啟地的民宿事工開展了，雖有挑戰，但神的信實每天經歷，每天也
順利喜樂地接待猶客，與他們分享聖經、彌賽亞，盼神恩典臨到他們每一
個生命中。

2.	 	十一月底，會到澳洲墨爾本參加Simcha營會，並逗留一星期為未來在澳洲
事奉商討安排事宜，包括建立接待背包客的網絡事工，及以賽亞53運動的
跟進工作。

3.	 	為家人能有從上而來的平安代禱，也為我身心靈在入「五」中，仍健康有
力代求，得以為主奔跑前面的道路！

哥頓及燕子宣教士
1.	 	哥頓將於11月回港辦理續證申請。請記念申請手續順利，
而整個申請程序，連同律師費及簽證費，需要港幣十萬
元，求主預備。

2.	 	秋季學期開始在紐約多個大學校園內開展佈道事奉，邀請
猶太學生參與布碌崙區猶太人教會的聚會。差會亦於秋季
節期舉辦多場特別聚會和音樂佈道會，願主使用。

3.	 	九月份兒子入讀新居附近的中學，女兒則被一間猶太人開
辦的津貼小學取錄。求主帶領他們的適應和投入校園生
活，為主作見證。

Denise
1.	 	為一直服侍接觸的上海猶太人大屠殺逃難者(Holocaust	
Refugee)	的得救代禱。姊妹上月得知其一移居西岸的老人
家在暑假期間已過身。求神讓姊妹把握不多的時間傳揚福
音。

2.	 	姊妹在皇后區校園和一基督徒團契及猶太學生會(Hillel)有
定期交流活動，而在布碌倫區大學則帶領二至三位神學
生，參與學校內猶太學生會的學生活動，求神讓姊妹及同
工們有更多見證的機會。

3.	 	姊妹在布碌倫所服侍的猶太人教會，在暑假期間將操俄羅
斯語及美語的會眾合二為一。感謝神，合併後看見美好的
果效，但仍需磨合；而姊妹關顧的對象相對亦增加不少。

差會動向
祈禱分享會：猶客民宿接待
日期：2018年11月20日（二）
時間：晚上7:30	-	9:15
地點：	觀塘喜樂福音堂（九龍灣牛頭

角道55號利基大廈一樓A座）

大屠殺倖存者見證分享
日期：2019年1月11	-	20日
分享：倖存者Chaim及宣教士Maxim
歡迎教會預約邀請（電話	3568	2873）
並計劃暫定於2019年5月及10月份內舉行服侍倖
存者深度短宣隊

美國總會125周年Shalom Brooklyn
（紐約） 暑期佈道
日期：28/7-11/8/2019（可選一個星期）
內容：	訓練與佈道、派發材料與紀念品、接

觸背包客、差會歷史考察團、計劃中
也包括猶太音樂會、辯論會

詳細繼續交待，可向差會查詢
（電話	3568	2873）

Shalom Israel！ 聖地學習及事奉團  
國際短宣使團及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主辦 
日　　期：2019年3月5-14日（10天）
隨團領隊：哥頓宣教士		
隨團教牧：麥鳳佩傳道		
團　　費：約HK$22,200		
報名方法：	聯絡國際短宣使團	http://www.ifstms.

org/，香港辦事處電話：（852）3575	
5922	或所屬地區的短宣中心		

關愛以色列講座：
為何我會關愛以色列？
日期：2019年4月1日（一）
時間：晚上7:30
地點：	香港牧職神學院（沙田小瀝源源順圍

28號都會廣場七樓）
講員：滕張佳音博士、哥頓宣教士

猶宣外展 SHALOM HK
日期：2018年12月22日（六）
時間：下午2:00	-	5:30
地點：香港的猶太人旅遊和出入點
報名及查詢請聯絡差會
（info@chosenpeopl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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