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春季通訊

執行主任手記 猶太人是怎樣的？

理論上猶太人是指有著亞伯拉罕、以撒和雅

各血統的後裔，雖然也有極少數是歸入了猶太教

的外邦人被稱為猶太人。神揀選呼召亞伯拉罕，

應許祝福他成為大國，萬族也要因他得福。神透

過摩西說祂專愛以色列人，又透過耶利米先知說

祂以永遠的愛愛以色列民。猶太人是世界上最獨

特的民族，因為神親自與他們立下盟約。

現時全球約有1400萬猶太人，遍佈世界各

地。猶太人傳統信仰為猶太教，它有三個主要分

支，包括正統派（最傳統保守）、保守派、改革

派（採開放前衛）。其實，也有極多的猶太人已

成為世俗化的群體，脫離了猶太教傳統的信仰和

核心價值。了解猶太人有不同的背景，增加我們

與其對話時的成效。

傳統猶太教認為Tanakh希伯來聖經（即基督

教的舊約聖經）是唯一的成文神聖典籍，Torah

妥拉（原意是教導，猶太教用作代表摩西五經律

法）是當中最重要的部分，每安息日在各地會堂

依篇章誦讀。除了成文典籍，也相信有摩西的口

傳律法（Oral Law），後經記錄編訂成Talmud他

勒目典籍，用作解釋和補充Tanakh。舉例猶太人

的圓頂帽和門框經文盒、安息日禁止工作的細

則，都是在他勒目才加以描述的。

將傳統猶太教與主流基督教信仰簡單作一比

較，便更容易明白猶太人。猶太教相信獨一神的

觀念，基督教相信三位一體神；猶太教期待一位

將要來的全人性的彌賽亞，基督教相信擁有全神

性和全人性的彌賽亞在兩千年前已經首次來臨；

猶太教認為每個人都面對良善與惡行的爭戰，並

不相信有原罪，基督教相信自始祖墮落後人便有

罪惡天性，全人類都虧缺神榮耀；猶太人不重視

個人得救和死後永恆的觀念，基督教相信救恩、

寶血代贖、永生永恆的真理。所以，從認識這些

分別，我們更洞悉猶太人的福音需要。

猶太人如何看耶穌呢？這個問題有廣泛的

答案，但大體上，猶太人並不花時間認真思考耶

穌是誰，也不認為耶穌是與他們有關切的宗教人

物，然而，幸好愈來愈多人意識到耶穌原有的猶

太人身份。以往，傳統猶太人因反猶歷史而單一

地視耶穌為仇敵，今天猶太人對耶穌有不同的感

覺：如猶太叛教者、出色拉比、宗教改革家或

神秘主義者，遺憾的是這些猜想的共通點為：

耶穌總不被視為道成肉身的彌賽亞。從實際數

據來看，全球猶太人口中只有略高於1%為信徒

（Messianic Jews），而單看以色列國家更只有

0.2%猶太人（約1.5-2萬人）相信耶穌。

總結而言，猶太人既然是這樣缺乏對真理與

彌賽亞認識的群體，基督徒和教會理當鼓勵他們

了解耶穌在世的猶太身份，而且告訴他們接受耶

穌為彌賽亞救贖主，是件最全面符合猶太信仰要

求的事情。

你的僕人弟兄

林志海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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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1. 你是如何開始有猶宣的負擔與呼召的？

他對我說：「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這書卷，好去對以色列家講說。」我修讀神學第二年

（2003年），神就藉以西結書3:1呼召我「對以色列家講說」，這是我初次認識猶太人的福音需要！

我第一次參與猶宣講座，生命中第一位接觸到的猶太人就是選民事工差會的基里沙博士，心中莫名

的激動！猶太歸主者將一切屬靈的福氣－猶太彌賽亞，帶給我們這些本在諸約應許外的外邦人，然而今

天許多猶太同胞卻在福音上失腳了！難道我們不該償還這欠他們的福音的債嗎？

2. 這幾年你的猶宣歷程是怎樣的？

可能是信主的年紀比較大，回看靈程進速是快的：

97年5月信主，12月受洗，02年修讀神學，05年畢業牧會。

07年參與猶宣服侍，第一次到以色列訪宣；10年到選民事工差

會的澳洲分會服侍；14年回港，暑期到遠東俄羅斯短宣，11月美國

的女同工羅賓到港介紹以色列背包客事工，參與本地猶太婦女賣物

會；15年4月基里沙博士到港及國內，8月到美國紐約短宣，9月首

次參與香港背包客事工，12月到紐西蘭青旅服侍背包客；16年3月

接待了背包客朋友在港旅遊，6至8月到內地藏區青旅探索背包客事

工，9月開始更多參與背包客事工。

參與猶宣年間，神賜下不同地域接觸不同的猶太人，開拓了我

對猶太人的認識，更將他們得救的事放在心上！從前遠觀－動心，

短暫接觸－扎心，如今神賜下時機在背包客服侍中，得與他們分享

神的大能作為，全是恩典！

創啟地區接觸以色列人

差會展攤分享

介紹宣教士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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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的猶宣事奉有什麼難處與樂事？

在猶宣事奉，特別是背包客服侍，最大的難處是人事物變化快速，要抓緊每個時機見證及傳福音，

有時有了機會，但極需同工時，卻十分不足，實在要祈禱神打發更多工人！

然而在聖靈引導下，一個見證，一句經文，一段詩歌，一次經歷，伙伴間的默契，與猶太朋友分享

時，他們的反應，都叫我們得享與神同工的甘甜！

4. 有什麼聖經的說話或屬靈座右銘最幫助你？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

1:16），這經文常常提醒我，福音本就是神的大能，一切相信的都必得救，絕不會叫我們退縮，也不是

羞恥的！而神看重每一個屬祂的，在黑暗時仍活出明光的見證（伯11:17），更應許常與我們同在（太

28:18-20）。每每在信心不足時，神都給我看到彩虹，再一次提醒祂的應許，祂福音的大能及祂的同

在！

5. 你有什麼異象嗎？

能與不同恩賜、不同地方的肢體，為選民的得救同工，且得見神應許實現！就是羅11:26，於是以

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6. 你的需要是什麼？

時刻將主活劃眼前，有神同在出人意外的平安，又盼主憐憫

施恩家人早日歸主，且不住禱告祈求神賜下更多肢體同心參與猶

太宣教工作！

於香港教會示範逾越節筵席

紐西蘭接觸以色列人

香港接觸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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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遣禮
鍾淑賢Denise完成數年在美國的猶宣神

學裝備，並於11/9/2016在港順利舉行差遣
禮，接受教會和差會的差派，現已返抵紐約作
主的工。

差會動向

Shalom Israel以色列訪宣隊
播道會太古城堂隊伍在8/2017到訪以色列，由宣教

士鍾姊妹帶領下，探訪和服侍了當地的福音群體，分享基
督的愛。

在今年18/7-30/7/2017，本差會也和環球宣愛協會
合辦訪宣，現正公開招募，歡迎報名參加，共同服侍神的
選民。

本差會也正籌備約在16/9-28/9有一個專服侍大屠殺
生還者的以色列團，留意稍後詳情。

服侍以色列軍人信徒分享
在11/2016的祈禱會與1/2017的分享會，宣教士

韋米高講述軍人信徒所面對的難處和屬靈需要，讓參
加者意識到要為他們守望。

差會新書發行：《吹響得贖的號角―以色列的秋季節期》
本書作者基里沙博士夫婦是猶太人，他們首先從舊約對節期的規定

作為開始，然後在聖經歷史，以色列民遵守這些節期的方式。接著是新
約聖經裡主耶穌如何在節期的背景裡作出教導，也描述了今天的猶太人
是如何遵守節期。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是這些節期有甚麼真實屬靈意
義。

本書翻譯者為王大民先生，他以清晰和準確筆尖讓中文讀者明白此
書內容；總代理為道聲出版社。

此外，「讀書會」系列將設立，藉課堂分享形式講解差會好書精
髓內容（16/2是講解新書《吹響得贖的號角》，由翻譯者王大民先生分
享）。

4

中文媒體網頁
 (www.isaiah53.hk, www.以賽亞53.com)

作為推動選民事工差會在世界各地以賽亞書53
章的佈道運動，中文網頁完成翻譯及製作，提供猶
太人因此章聖經生命得改變的見證、短片、及免費
贈閱此書籍，以裝備教會和信徒。此網頁的其他語
言網頁連結更適合推薦給猶太朋友。

Shalom Hongkong本地猶宣外展
去年累積了3次的實踐（在中秋節、平日、平安夜日

間），Shalom HK共有26位來自不同教會的隊員參與，接觸過
百名外國人當中，超過20位居港和旅港的猶太人，向其分享彌
賽亞與真平安。

差會除繼續定期舉行外（如26/2，另暫定29/4，24/6），
也歡迎教會或團契小組邀約在自訂時間訓練及出隊。

以賽亞書53章



收入 支出

個人奉獻 HK$360,000 同工薪金 HK$339,365

教會奉獻 343,301 銀行費用 17,301

機構奉獻 11,200 寬頻電訊網頁費 34,888

奉獻行政費 32,420 宣教事工支持 350,248

其他收入︰車敬 25,230 印刷費用 6,826

其他收入︰賣書 19,060 核數師費用 2,000

其他收入 500 公開聚會 9,715

薪金基金撥入 798,560 郵費 5,989

保險 4,328

利息 31.65 辦公室租金費用 0

其他費用 21,652

（不包括薪金對沖） 791,743 792,316

全年盈餘 / (不敷)                    (573)

 註：不包括已指明宣教士及指明事工用途之奉獻

中文媒體網頁 (www.isaiah53.hk, www.以賽亞53.com), (請製作FB專頁圖案：以賽亞書
53章) (圖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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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10周年「猶此至終」及活動
「猶此至終」這主題及口號，激勵我們繼續由此時、此地開始關心猶太人的得救，直至這世界的

終結時候、終極地方。

以上不同元素，促使我們綜合建構成「猶太學堂」，善用本年每一個單元的信息、多種層面的學習
了解，達至兩方面的目標：提升眾人對猶太差傳的意識，以及孕育栽培潛在宣教士。

我們有以下各樣的安排：

日期 細節

11/3 猶太普珥節救贖慶典 (7pm/尖潮3樓/Mark、芬妮主領)

14/3 差會祈禱分享會：從末世論看猶太人得救之下集(袁仲輝傳道)

25/3
猶太安息日崇拜：詩篇110彌賽亞—先知、祭司、君王
(10am/尖潮地下/高保羅(Paul Cohen)猶太裔教師宣教士主領)

25/3
以色列及聖經講座：
1)聖經預言中的現代以色列國復國  2)以色列的終極復興 (1:30-5:30pm/尖潮3樓/高保羅教師宣教士)

5/4
聖經講座：從猶太角度看亞伯拉罕的祝福(創12:1-3)及以色列得救(羅9-11章) 
(7:30pm/尖潮地下/差會以色列工場主任冼米高(Michael Zinn)牧師)

6/4 以色列講座：以色列大屠殺倖存者與貧困群體的福音實況(7:30pm/尖潮3樓/冼米高牧師)

7/4 逾越節晚宴 (冼米高牧師主領/已額滿)

9/5 差會祈禱分享會：猶宣的兵器—禱告服侍(芬妮宣教士)

27/5 讀書會：《猶太人的彌賽亞——解讀以賽亞書53章》（10:30am/差會/王大民分享）

1/6 猶太五旬節慶典 (7:30pm/觀塘喜樂堂/Denise宣教士主領)

9-12/6 青年宣教大會 (烏溪沙青年營/差聯主辦，本差會為協辦之一)

15/6 美國猶太人的文化習俗 (晚上時間地點待定/Denise宣教士主領)

16-17/6 Shalom HK 外展訓練

23-24/6 Shalom HK 外展佈道

25/6 聖經神學講座：新基督教錫安主義(7pm/嶺大/達拉斯神學院博克教授(Dr Darrell Bock)

26/6 聖經神學講座：從對觀福音書看逾越節中的彌賽亞 (時間地點待定/博克教授)

11/7 差會祈禱分享會：從創世記領略為猶太人禱告(Mark)

18-30/7 Shalom Israel以色列訪宣隊(鍾姊妹宣教士帶領)

21/8 聖經講座：從聖經基礎和教會歷史看猶太人逾越節(7:30pm/西灣河平安堂/哥頓宣教士)

12/9 差會祈禱分享會：鍾姊妹宣教士述職分享（與AGS合辦）

7-28/9 逢周四：猶太跨文化課程(7:30pm/鍾姊妹宣教士及Mark)

17/10
聖經講座：從羅馬書9-11章看神對猶太人之救贖計劃
(7:30pm/宣道會荃灣堂/中神教授薛霞霞博士及哥頓宣教士)

8/12 聖經講座：從猶太眼光看聖誕節：耶穌與祂第一次降世的預言(國際總幹事基里沙博士Dr Mitch Glaser)

9/12 聖經講座：以色列的秋季節期(基里沙博士)

10/12 差會十周年慶典暨晚宴(基里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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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頓及燕子家庭

1. 請記念在紐約大學校園內之佈道

工作，接觸到很多猶太人，正在

跟進，但紐約的耶證和摩門教也

很活躍，大家在爭相接觸大學

生，求主保守！

2. 他們一家在十二月底代表差會，

出席了一個有二千多名華人參加

的美國東岸宣教大會，現在需要

跟進那些曾接觸的教牧及信徒領

袖。求主加力！

3. 燕子宣教士和差會同工們，剛製

作完成的聖經與宣教中文網站，

[http://isaiah53.hk/]，現正籌備在

不同網絡社交媒體推廣，願更多

華人教會得著益處。

4. 哥頓宣教士在一月底新春期間，

曾帶領聖地學習團往以色列，協

助信徒認識聖地和關懷猶太人福

音需要，並參觀了差會位於耶路

撒冷的彌賽亞中心。今次哥頓帶

領部份肢體從美國出發，在以色

列機場會合香港隊伍後，便一同

開始遊覽當地，旅程順利。感謝

主。

5. 燕子宣教士在香港的母親身體狀

況轉差，不能進食已四個月了，

現需經常進出醫院，接受多樣治

療，情況反覆。求主保守！

芬妮

1. 因簽證問題，無法於紐西蘭青旅

服侍，現已回港。記念團隊工

作，更見主恩！

2. 感恩神開路成就到澳洲墨爾本及

悉尼採訪，有機會在喜樂營會、

成青團契及華人牧者間分享紐西

蘭、香港及國內的背包客事工，

又探訪接待背包客的肢體及民

宿，又見證悉尼成立的彌賽亞群

體發展。請記念澳洲工場以賽亞

53運動的跟進工作，期望2000多

代禱園地

本送出的書神都使用，又願慕道的

猶太朋友早日接受耶穌彌賽亞。

3. 感恩回港後有不同的機會接觸以色

列遊客，其中Shalom HK更有許多

同心的肢體參與，求主叫福音的種

子、單張、分享的見證都繼續在那

些朋友的心裡動工！

4. 記念未來以色列背包客事工的網絡

拓展機會，求主賜信心，並預備有

心的肢體，在世界各地為主作見

證！又為猶宣及以色列代禱事工的

發展，求主賜智慧能力，興起肢體

以靈以愛參與代禱服侍！

Denise

1. 記念新學期在皇后區大學及布碌倫

大學逢星期一及四的學生團契中的

教導及福音工作。求神激勵學生們

多在校內及其生活中作見證。另

外，能有耐性及能以愛及真理去

服侍這群學生，叫他們都能感染

Denise那愛猶太人的心。

2. 為三月份的普珥節分別在8、12及

13日的戶外佈道活動禱告。求神賜

下合適天氣及參與義工。亦求神用

這佈道訊息提醒信徒，直到如今神

仍要拯救猶太人，而讓猶太人看見

有一群愛耶穌的基督徒是願意愛猶

太人的。

3. 請為Denise將搬進的猶太人家庭代

禱，求神叫Denise有美好見證讓他

們看見神的榮耀和信實，激動他們

發奮。

鍾姊妹

1. 二月初有三次不同場合的新春慶祝

會服侍順利和熱鬧地完成。最感恩

的是一起唱歌讚美神，而鍾姊妹亦

分享了有關中國新年及逾越節一些

相似地方，並用了中國的「義」字

來解釋主耶穌的救恩。參加者都細

心傾聽，求主將信息藏在他們的心

中，將來能發芽生長。

2. 求主賜下百般智

慧及忍耐、美好

的生活見證來傳

揚祂的名。

3. 求主賜下恩典及能力掌握好本地

語，以致有一天能用流利的本地

語向本地人傳福音。

4. 求主憐憫未信主的母親及弟弟一

家，早日離棄偶像，信靠真神。

Mark

1. 祈求能清楚聆聽神的聲音，能有

效有智慧帶領差會的發展和事

奉。

2. 祈求今年從神而來得著傳講的信

息內容，叫會眾得著猶宣異象。

3. 盼望―家人都有強健體魄，避免

常生病。

差會法國工場
(CPM France) 

 ―― 定 期 出 版 彌 賽 亞 雜 誌 ， 在

五千個讀者裡，其中四份一是猶

太人。而在近年推廣的以賽亞書

53章佈道運動下，派發該書超過

1800本。求主使用這法語雜誌和

書籍，為讀者帶來救恩的盼望。

另外，記念工場主任亞基在四月

被邀請在一群猶太未信者中間帶

領逾越節晚餐的彌賽亞含義，也

記念四月底籌備在馬賽市的彌賽

亞會議能順暢舉行。

差會烏克蘭工場
(CPM Ukraine)

 ――   牧養四間彌賽亞堂會，另有

網絡要關顧18間的堂會；它們現

在有十名宣教同工，同時另有八

位新申請者正想加入事奉團隊。

求主帶領眾人知曉神的旨意，並

使用所有同工在彌賽亞堂會的事

奉中結果纍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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