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為我們逾越節的羔

羊基督，已經被殺獻祭了。」

(林前 5:7)

每年猶太人都按著聖經吩咐或傳統舉行逾越節筵

席，又遵守一連七天的節期，今年猶太逾越節便在公

曆 4月 22日的黃昏 (猶太曆尼散月十四的黃昏 )開始。

逾 越 節 ( 英 文

Passover) 的希伯來

文是 Pesach，有「越

過」、「保護」的意

思。它記念神懲罰埃

及人對希伯來民族的

奴役，在第十災的晚

上擊殺埃及地所有的長子和頭生的牲畜，但每當見到

以色列家門上塗有羊血，就越過其門。這樣，以色列

民得著保護和自由，並歸入神的名下。今天，我們知

道逾越節的終極意義，在於以被殺的羊羔預表彌賽亞

耶穌，為全人類在十架上受苦犧牲，成就救贖工作。

本差會每年在逾越節期

間，於北美、歐洲及其他地

區皆會舉辦多個聚會，向未

信主的猶太人講解主耶穌便是逾越節的羔羊，被獻上

而為世人贖罪之彌賽亞。除了向未信主之猶太人分享

外，差會亦著重向外邦教會教導逾越節之猶太文化背

景，及對信徒之屬靈意

義，每年在這段期間，

便是同工們忙碌外出領

會的時候，我們很樂意

向信徒講解這個猶太人

所重視之節期，及主耶

穌也看重之日子。

今天，逾越節期是一個寶貴的機會向猶太人介紹

耶穌就是彌賽亞的日子，深願神的恩典和憐憫臨到更

多以色列家的迷羊身上，以致得著屬靈的拯救。

你的僕人弟兄

林志海

逾 越 節 的
救贖和歡樂

秋季節期與彌賽亞的救贖計劃可以透過一個

或一連串信息表明出來：

Rosh HaShanah（吹角節）
2016年 10月 3日，同時是慶賀猶太新年的

開始。

吹角節教導我們悔改認罪，猶太傳統認為生

命冊被開啟，直至贖罪日被合上，期間這十天，

被稱為大而可畏之日。羊角號的聲音就是要喚醒

世人從罪中轉回。

Yom Kippur（贖罪日）
2016年 10月 12日，是猶太年中最神聖的一

日。贖罪日教導我們赦罪之恩，猶太傳統會禁食

以表達痛悔的心。

Sukkot（住棚節）
2016年 10月 17-23日，重溫曠野漂流四十年，

住在帳棚，在會幕敬拜，並教導我們要在主前喜樂。

秋季節期與彌賽亞再來有深入連繫，差會樂

意與你及你的牧者分享，歡迎聯絡我們。

歡 迎教會邀約分享秋 季 節 期

2016年春季通訊

執行主任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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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猶太曆法中，逾越節是猶太人一個非常

重視的節日，亦是代表春季來臨而慶祝的節期。

逾越節的訂立，是從利未記 23章開始，希伯來

文的字是“pesach”，意指「跳過、跨越」之

意思，正如英文的 “Passover”。

逾越節的記念追溯至出埃及記，以色列人

蒙神拯救，脫離在埃及時受苦的狀況。因著法

老王剛硬的心，神降下十災，令這埃及王容許

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可自由離去。法老王最終

要在第十災之後，才容讓以色列民離開埃及地。

第十災的審判，就是神擊殺埃及地頭生的 (出

12:13)，但那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以色列民身上，

因他們將羔羊的血，塗在吃羊羔的房屋之左右

門框上和門楣上，這是當時神拯救以色列民的

明證。

在猶太歷

史上，縱然他

們流散於世界

各地，但仍然

持守記念逾越

節，向後代子

孫述說神救贖他們出埃及的經歷。猶太人製作

了一本逾越節慶典手冊《Passover Haggadah》 

(意即「述說」)，為了記念神的作為，也幫助猶

太人堅固他們作為被神揀選的百姓之身分。

逾越節晚

餐包含數樣象

徵性食物。首

先，在特別的

逾 越 節 餐 盤

(Seder plate)

上，擺放烤羊

骨、烤蛋、香菜、甜果醬和苦菜。烤羊腿骨象

徵逾越節所獻上的羊羔，烤蛋象徵聖殿被毀的

哀傷，青菜代表春天與新希望。在筵席上，青

菜會沾鹽水來吃，鹽水象徵當年以色列民為奴

時所流的眼淚。甜果醬是混合蘋果粒、果仁、

玉桂粉和酒而成，其泥槳的顏色和形狀，代表

過往以色列被奴役而用草做磚。最後，苦菜代

表當年為奴的苦難。當然不少得的，還有吃無

酵餅和飲葡萄汁，原本是分別用來象徵逃離埃

及時的匆忙而不能讓餅發酵，以及代表被宰殺

羔羊的血。

新約聖經

中，耶穌也和

門 徒 一 同 吃

逾 越 節 的 筵

席 ( 路 22:14-

15)。 在 福 音

書的經文中，

有多處有關逾越節之寶貴教訓，對基督徒也很

有幫助。最重要的，當然是要明白主耶穌最後

晚餐與逾越節的關係，而現今我們在教會裡記

念主之聖餐，也是和猶太人之逾越節有莫大關

係，甚或可說沒有好好明白逾越節，就不能好

好明白主耶穌設立聖餐之寶貴意義。我們在聖

餐中擘餅時所吃之無酵餅，便是逾越節晚餐中

之無酵餅 (matzah)，目的是記念真正的逾越節

羔羊—主耶穌基督，祂聖潔無罪，為我們的罪

犧牲作救贖。至於聖餐中所喝的杯，是逾越節

晚餐中四杯葡萄汁中的第三杯，稱為救贖之杯，

記念主耶穌所流出的寶血，設立新約，以祂的

血洗淨我們所犯的罪。

有鑑於此，差會之美國總會在今年年底將

會出版一本新書《Messiah in the Passover》，

全面探討逾越節之聖經基礎、歷史背景、教會

歷史之看法及今日之慶祝指引等。筆者亦被邀

請撰寫其中一章內容，盼望此書之出版能成為

世界各地信徒的幫助。如日後翻譯成中文，更

能造就華人教會，願主使用！

逾越節中的彌賽亞 哥頓宣教士主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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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主若許可，我會再到這個

地方服侍，我明白到，不是因為有著一

隊合作無間的完美團隊，不是因為聖地

在此，而是對這地方裡的人有一種特別的感動，不為甚

麼，只是單單的聽從聖經裡神所吩咐的，祂所教導的，

關心祂所愛與揀選的這一群，好想聽到他們的分享、得

救的經歷，盼望有分於參與在他們的救贖裡。 - April

十二位來自不同堂會的肢體，懷著對聖地的景仰、

對神的選民更深的認識，並對宣教士鍾姊妹的支持，更

難得的是大家在這段日子中，學習彼此包容，互相扶

持，在主裡實踐和睦同居的功課。- 李弟兄

愛心廚房的服侍裡，我們隊員一齊跳讚美操，隊

員們發揮恩賜、彼此配搭，在主愛中分享主愛，讓這份

愛成為美好的見證，令我感到主內是一家，互為肢體，

彼此相愛，感謝主。- Angel

哥 頓 宣 教 士 家 庭

1.  哥頓宣教士正修訂《先知書中的逾越節》之英文文

章，準備於4月中遞交最後稿件，美國總會將集合

眾同工的文章後，於下半年交由 Kregel Publisher 出

版。請記念過程順利，並書籍出版後成為世界各地信

徒的幫助。

2.  哥頓宣教士將於5月初帶領宣道會荃灣堂的肢體到以

色列訪宣，請記念準備事宜，求主使用他們。

3.  現正公開招募2016至2017年的以色列訪宣隊，有興

趣的教會，可組成約12人的訪宣隊，與差會或哥頓

宣教士聯絡，落實日期及各樣行程安排。

4.  哥頓家庭將於5月22日舉行「心繫錫安—哥頓家庭差

遣禮」，請為各樣籌備工作代禱，求主恩領前面事

奉。

5.  哥頓家庭預算於今年暑期前往美國紐約市居住及事

奉，總會正計劃於7月中有 Shalom Brooklyn 紐約短

宣，邀請哥頓宣教士同心策劃事奉安排。請代禱記

念！如有香港區肢體有興趣參加，歡迎聯絡。

 

I 國 鍾 姊 妹

1.   求主繼續賜姊妹有智慧、能力、好記性學好當地語

言，特別是聽力及說話能力都有改進。

2.   求主繼續賜福姊妹與祂的關係，能常操練讀經及祈

禱，敏感聖靈的引導，行在主的旨意中。

3.   求主賜下智慧、能力、忍耐及常作準備的心予姊妹

跟未信的朋友分享福音。

4.   求主憐憫姊妹未信主的媽媽、弟弟、弟婦及姪兒，

早日明白主的福音並願意決心信主。

透過參觀大屠殺紀念館，神讓我回憶起猶太人遭

納粹德軍抓捕，迫害、集體屠殺、大規模種族滅絕，這

個慘痛的歷史，而這種心靈上的大破口實在需要極大的

醫治，唯有耶穌基督才能醫治和安慰。讓我們不要忘記

救恩是由猶太人而來，願我們同心協力把福音傳給猶太

人。- Angel

芬 妮 宣 教 士

1 .  回港後在繁忙的逾越節期間將有許多教

會聚會分享，願神使用這些聚會，讓肢

體可了解信仰的猶太根源，認識神更深及愛神的選民更深！

隨後的6至8月會到訪國內Z旅館的服侍及接待到訪的以色列

背包客，期望延續或擴展Zula及SST的網絡，讓更多以色列

背包客有聽聞福音、接受彌賽亞的機會！

2.  為在港家人每一位能早日信主代求，特別記念前面國內短宣

期間家人有平安代禱！

D e n i s e 

1.  在他泊神學院上課的新學期剛開始，姊妹還在適應新的生活

及學習環境。姊妹面對這麼大的校園，還有很多同學及教授

們，心裡有點懼怕。求神給姊妹有信心，還有信靠神，單尋

求祂的榮耀。

2.  請為姊妹在加州能建立新的友誼和事工聯絡網禱告，也為姊

妹能好好保持在紐約的友誼及紐約侍奉的聯繫代禱。

3.  請為姊妹在這學期的猶太人侍奉機會禱告。姊妹已經開始聯

繫在這裡附近的華人教會，看有沒有機會能分享有關猶太人

的福音工作還有逾越節的分享，也可能會和當地的學生到別

的校園做校園福音事工。

4. 請為姊妹的父母及兄弟的得救禱告。

林 志 海

1.  求主賜下智慧與謙卑，能有效協助宣教士們在各處地方的服侍。

2.  祈求能夠在眾教會分享猶宣異象時，可以激勵會眾投入猶太

差傳工作。

3.  祈求在香港有機會和猶太或以色列朋友建立關係與分享福音

時，能夠敏銳和有勇氣說出合宜的說話。

2015 Shalom Israel 訪宣隊見證分享

活動花絮

代禱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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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會同工在基督教受苦節和猶太逾越節期間有

機會帶領各個教會性的逾越節聚會，求主使

用，讓猶宣異象廣傳。

2.    香港分會與西灣河平安福音堂合辦之「心繫錫

安—哥頓家庭差遣禮」將於5月22日下午三時在

西灣河平安福音堂舉行，香港差傳事工聯會總

幹事洪雪良牧師將在百忙中抽空為我們證道。

誠邀你出席，一同領受猶太宣教異象，同頌主

恩。

3.    麥艾蓮 [Eileen McDonald，在澳洲悉尼事奉的選

民事工差會(慶賀彌賽亞)猶太資深女宣教士] 將

於4月17日(星期日)晚上七時舉行公開聚會，題

目為「逾越節與初熟節的屬靈意義」，地點在

觀塘喜樂福音堂。

4.    5月10日(單月第二個週二)晚上七時三十分舉行

差會祈禱會，主題為「本地以色列背包客事工

的經驗」，由Stepping Stone Tours(SST)負責

人GraceJanice和Iris分享，地點為官塘喜樂福音

堂。

5.    7月12日的差會祈禱會由Denise鍾淑賢姊妹述職

分享，地點和時間同上。

6.    Denise鍾淑賢姊妹的差遣禮將於7月10日(星期

日)下午三時至四時三十分在基督教會豐盛之家

舉行，誠邀預留時間出席，同頌主恩。另外，

姊妹將於6月14、21及28日舉行晚間公開猶宣課

程，由香港分會和教會合辦，歡迎報名參加，

地點同上。

7.   有興趣參與紐約短宣的個別肢體，可考慮報

名7月17日至23日或7月24日至30日的Shalom 

Brooklyn短宣，詳情請向差會查詢。

差會動向

財政報告

2015年
全年財政報告

（不包括已指明宣教士及指明事工用途之奉獻）

收入 支出

個人奉獻 HK$357,032 同工薪金 HK$479,157.71

教會奉獻 214,058 宣教事工支持 95,542.73

機構奉獻 10,200 公開聚會 38,567.23

奉獻行政費 47,587 寬頻電訊網頁費 22,493.00

其他收入 :車敬、賣書等 55.514 郵費 18,959.00

利息 31 保險 13,275.60

印刷費用 11,058.60

其他費用 32,176.84

684,421 711,231

全年盈餘 / (不敷 )                    (26,809.51)

註：全年差會支持指明宣教士及事工經費共 HK$1,481,927

、王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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