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春夏季通訊

執行主任手記

在今年猶太曆以色列國慶祝70周年獨立日的正
日，國家領袖內塔尼亞胡總理的賀詞說到：「我們今
天紀念70年的自由、70年的民主、及70年的令到世
界更美好。」他續說：「以色列的成功並非一朝一
夕，每個生活層面的男女性：包括年老與年青；猶太
人、基督徒及穆斯林；宗教人士與世俗者，都一同付
出極大努力，共同興建這國家。」

自公元70年羅馬士兵破壞耶路撒冷與聖殿，猶太
人也四散。19世紀末起，興起了數波猶太移民回歸巴
勒斯坦地的浪潮，而1897年在錫安運動之父赫茨爾
號召下產生世界錫安會議，推動猶太人建國，1917
年的巴爾福宣言表達英國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
民族家園，1939-45年間發生了慘痛的納粹猶太大屠
殺，1947年聯合國通過分治方案，支持建立猶太人
和巴勒斯坦人國家。最終在1948年，以色列宣佈獨
立，建立國家。經過70載，來到2018年，以色列人
在眾多難處和挑戰中，仍奮力保衛家園與人民。

舊約先知以西結記載神的預言：「我必從各國
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我
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淨了。我要潔淨你

們，使你們脫離一切的污穢，棄掉一切的偶像。我也
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
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以西結書
36:24-26）�

今天，我們已看見實體的以色列已按預言應驗復
國，但是他們還未完滿，他們還需要經歷新心新靈的
改變。從當前內塔尼亞胡總理的說話，可以看到以色
列國倚仗人手的努力而感到自豪，但他們對倚靠神還
從未徹底，對歸向彌賽亞耶穌仍相當猶豫或抗拒。

故此，我們理當為以色列復國70年一同歡欣喜
樂的同時，也繼續為它的屬靈復興而祈求。他們當
中的老年人、大屠殺倖存者、年青人、士兵、猶太
教徒及世俗人士，都會是我們需要傳福音的對象，
直至主來。

你的弟兄僕人
Mark 林志海

以色列國七十周年
的復國與復興

歡迎教會邀約分享秋季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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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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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sh HaShanah
（吹角節）
2018年9月10日�

Yom Kippur
（贖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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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19日�

Sukkot
（住棚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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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9月24-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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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羅教師宣教士主講

譯者王大民分享如何讀
《猶太人的彌賽亞》

講員Dr.�Darrell�Bock

國際總幹事
基里沙博士主講

　3月11日 - 猶太普珥節救贖慶典　

　3月25日 - 以色列及聖經講座：
 「聖經預言中的現代以色列國復國」及　
 「以色列終的終極復興」　

　5月27日 - 《猶太人的彌賽亞》讀書會　

　6月25日 - 聖經神學講座：
  「新基督教錫安主義」及   
  「從對觀福音書看逾越節中的彌賽亞」  

　12月8及9日 - 聖經講座：：
  「從猶太眼光看聖誕節」及「以色列的秋季節期」   

　12月10日 -   
　十周年感恩晚宴暨光明節慶典　

　6 月9至12日 - 青年宣教大會　

　6月 - Shalom Hong Kong外展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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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保羅教師宣教士主講

講員Dr.�Darrell�Bock

接觸居港及來港
旅遊的猶太人

哥頓宣教士分享有
關猶太人逾越節

差會以色列工場主任
冼米高牧師主講　3月25日 - 以色列及聖經講座：

 「聖經預言中的現代以色列國復國」及　
 「以色列終的終極復興」　

　6月1 日 - 猶太五旬節慶典　

　6月25日 - 聖經神學講座：
  「新基督教錫安主義」及   
  「從對觀福音書看逾越節中的彌賽亞」  

　4月5日 - 聖經講座： 
　從猶太角度看亞伯拉罕的祝福及　
　以色列得救　

　12月10日 -   
　十周年感恩晚宴暨光明節慶典　

　10月17日 - 聖經講座： 
　從羅馬書9-11章看　
　神對猶太人之救贖計劃　

　8月21日 - 聖經講座： 
　從聖經基礎和教會歷史　
　看猶太人逾越節　

　6月 - Shalom Hong Kong外展佈道　

差會以色列工場主任
冼米高牧師主領聚會

宣教士Denise主領

講員薛霞霞博士

講員哥頓宣教士

回應講員張雲生牧師

　4月7日 - 逾越節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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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7日 - 逾越節晚宴　

（一）�從猶太眼光看聖誕節：� � �
耶穌與祂第一次降世的預言

要認識耶穌的第一次降世，我們要先回到舊約。
創世記描述了神的創造工作，也記載了人類始祖犯
罪，但神在審判當中，卻賜下盼望。女人的後裔會與
撒但為仇，但神會藉彌賽亞賜下救贖，人類會得勝。
按創世記九章記載，救贖主乃是閃的後裔；阿伯蘭父
親他拉就是閃族的後裔。神以神蹟來使阿伯蘭得後
裔，因此，猶太人不單是神的選民，更是神所創造的
民族。不但如此，彌賽亞更要生在猶太民族中一個特
定的支派：猶大。在創世記中，聖經漸漸收窄彌賽亞
出現的線路，由女人的後裔，收窄為以色列人，再收
窄為猶大支派。

撒母耳記下七章十六節指出，彌賽亞將是大衛的
後裔，祂執掌王權直到永遠。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說
明，彌賽亞會藉神蹟道成肉身，與人同在。以賽亞書
九章十六節描繪得更加明確，彌賽亞是一個人，而在
描述彌賽亞的幾個名稱當中，有兩個只有神才會被這
樣形容，這點出了大衛後裔的神性。

彌迦書五章二節說基督當生在伯利恆，有一位掌
權者由此而出，祂的根源「從亙古從太初」，這代表
神。到了新約聖經，經文得以應驗。在馬太福音第一
章，約瑟在夢中得神指示，會得從神來的兒子，生在
伯利恆。

我們讀完這些應許，便明白彌賽亞是誰。按以賽
亞書五十三章，知道祂會透過受苦成為萬人救主。請
在聖誕記念這嬰孩，就是滿有大能的神道成肉身。

（二）以色列的秋季節期
神在利未記廿三章向猶太民族頒佈節期與曆法；

節期在希帕來文是「約會」的意思。神在西乃山要與
人約會，就是聖會。而以色列七個節期當中，每一個
節期的目的都是退修和屬靈更新，叫人重新得力，專
注於主。

春季節期環繞耶穌第一次降臨的應驗。猶太民族
在春天慶祝逾越節、無酵節和初熟節。這三個節期都
是「上行」的節期，就是他們要上耶路撒冷的聖殿。
彌賽亞在逾越節死亡，在第三日的初熟節復活，而聖

靈降臨就是在五十天後的五
旬節，這不是巧合，反而足
見神選擇在節期當中行神蹟
奇事。

秋季節期則指向耶穌的
第二次降臨。秋季的三個節期
是新年（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
節。所有節期都帶有預言性，既記念神的作為，也指
向將來要發生的事。

猶太民族的新年在七月初一，那是聖安息日，以
吹角作記念。以色列人要參加聖會，不可作工，將火
祭獻給耶和華。吹角節主要是叫人悔改，從七月初一
至初十，要準備悔改認罪。可是，猶太人不相信人有
罪性，人性本善，有能力做好行為。現今猶太教沒有
獻祭這回事，也不需要祭牲，著重強調好行為，這就
是現今猶太人抗拒福音的原因，尤其是猶太教人士。
現今一千五百萬猶太人當中，仍有二百萬至三百萬猶
太教人士，他們認為在這些節期當中作好行為，就能
得神喜悅。

贖罪日是有關罪的得赦。利未記十六章談到獻
祭。大祭司一年一次進入至聖所，把血灑在施恩座，
為猶太人贖罪。然而，耶穌是更美的祭牲，藉著肉身
的死亡而成就救恩。希伯來書說耶穌一次獻上，就成
就了永遠的救贖。可是，猶太人並不知道是否已被神
赦免，不知道是否得救。而彌賽亞所做的永遠有功
效，信靠祂的已永遠得赦免。然而，猶太教人士走不
出犯罪、贖罪的循環。

住棚節記念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現今猶太人會
拿著棕樹枝和香椽，在猶太會堂裏繞圈搖動，讚美
神的供應，賜下收成。其次，他們會住在帳棚，或
在帳棚裏吃飯。拉比教導民眾，帳棚不要造得太穩
固，因為這象徵我們的肉身脆弱，提醒我們要依靠
神。在約翰福音一章十四節裏，「住」這個字其實
就是「棚」，道成了肉身，成為我們中間的棚，住
在我們中間。祂也要再來，在耶路撒冷作王，外邦
人會加入猶太人一起慶祝住棚節，全地都是以祂為
棚，我們不會再脆弱，因為我們有永生，有榮耀完
美的身體，這是重要的福音信息，讓我們一同仰望
主榮耀再來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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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動向

第三屆聖經展覽特別推介：
逾越節筵席現場解說
講員：�林志海傳道（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執行主任）
日期：5月4日至8日（五至二）
時間：�11am（5月4日為11:30am）；2:30pm；

4:30pm；6:30pm（5月8日不設6:30時段）�
解說需時約30至40分鐘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尖沙咀會堂� � �
（九龍彌敦道136號A）

查詢報名：info@cap.org.hk或2782�0055

聖經展覽暨書籍及
禮品展銷會
展期：5月4至5日（五至六）/早上10時至晚上9時
　　　5月6日（日）/中午12時至晚上9時
　　　5月7日（一）/早上10時至晚上9時
　　　5月8日（二）/早上10時至晚上6時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尖沙咀會堂� � �

（九龍彌敦道136號A）
網頁：www.bible-expo.org
Facebook:�聖經展覽‧展銷會（香港站）

天涯‧咫尺
差傳營會
日期：2018年6月8-12日（五至二）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對象：�應屆DSE畢業生、大專生、�

職青及神學生
網頁：www.hkacm.org.hk

納粹大屠殺歷史講座
日期：2018年8月7日（二）
時間：晚上7:30-9:00
地點：�西灣河平安福音堂（香

港筲箕灣南安街83號海
安商業中心19樓）

題目(1)：�探訪歐洲猶太難民集
中營後之反思

講員(1)：�張姑娘【教牧學博士，跨學科文學碩士，宗教教育碩士，從
事傳道事奉。過去有兩年多時間於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
學訪學，作近代以色列研究，並獲耶路撒冷納粹大屠殺記念
館的國際教育學院認證為「大屠殺歷史教育工作者」。】

題目(2)：納粹大屠殺歷史陰影下之猶宣事奉
講員(2)：�哥頓宣教士【本會宣教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文學碩士，

曾參與耶路撒冷納粹大屠殺記念館的國際教育學院培訓課
程，現為該學院認可之教育工作者，曾於以色列居住五年。芝
加哥慕廸神學院道學碩士，芝加哥三一國際大學神學碩士，現
與家人居於紐約市，穿梭於美國及以色列地參與事奉。】

無須報名�免費出席�自由奉獻‧查詢：3568�2873

聖經與宣教講座
主題：如何回應猶太人拒絕接受耶穌為彌賽亞？
日期：2018年11月8日（四）
時間：晚上7:30-9:30
分題�(1)：�從新約聖經與第二聖殿

時期的猶太文獻分析
講員�(1)：�梁美心博士【播道神學

院新約科副教授，芝加哥
三一國際大學哲學博士及
道學碩士，博士論文研究
從舊約聖經和第二聖殿時期猶太教的角度，探討在約翰福音中
耶穌死亡如何印證祂的君尊彌賽亞地位。梁博士著作甚豐，最
新書籍為《第二聖殿猶太教導論》。】

分題�(2)：從教會歷史之反猶主義角度分析
講員�(2)：�哥頓宣教士【選民事工差會宣教士，芝加哥三一國際大學神

學碩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文學碩士，修讀猶太教與基督教
在歷史上之關係與衝突，並為納粹大屠殺歷史教育工作者，參
與推動及前線猶宣事奉二十年，與�Dr.�Darrell�Bock�等同工合
著《Messiah�in�the�Passover》。】

回應題目：世界各地華人教會與猶宣事奉
回應講員：�麥鳳佩傳道【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總幹事、國際

短宣使團義務副總幹事】
地點：�尖沙咀平安福音堂（佐敦德興街11-12號興富中心二樓）
主辦：�國際短宣使團、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

（查詢：2751�7744）
協辦：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

以色列跨文化事工學習之旅
合辦：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日期：�2018年7月16-27日（12天）
對象：�有心志及願謙卑學習

跨文化服侍的基督徒
隨團領隊：哥頓先生
隨團教牧：莫潔芳姑娘
費用：�港幣$22,630（午餐自

費，另加事工費每人
$500）

網頁：www.hkacm.org.hk
查詢：�23928223� �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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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妮宣教士
1.� �希伯來語學習順利。前面會花更多時間在口語對話
及與猶人交流上。請繼續記念，願神賜聰明智慧有
記性。

2.� 記念家人在港身心靈有平安，姊妹可以專心學習。
3.� �記念曾接觸的猶太人：Noam,�Moaz�，願福音種子可
蒙保守，不斷成長！

Mark�
1.� �祈求在5月初聖經展覽所分享的逾越節現場解說，能
讓信徒深刻感受到基督教信仰的猶太根源，進而了
解到猶太民族的福音需要，產生猶宣之情。

2.� �6月初在差聯主辦的青年差傳營會中負責猶宣專題的
信息分享，求主預備信息，能帶著知識、真理與權
柄，讓肢體得著幫助。

3.� �求主繼續敞開讓香港分會能參與服侍大屠
殺倖存者的門，將福音與愛帶給他們。

I國鍾姊妹
1.� �每周外出佈道，求主賜智慧及能力，也求主預備福
音對象的心願意認識神。

2.� �求主賜智慧分配時間，在學習、事奉、個人身體及
屬靈生活中取得平衡，以致身心靈健壯事奉主。

、王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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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年
財
政
報
告

收入 支出
個人奉獻 HK$356,139� 同工薪金 HK$497,044�
教會奉獻 347,180� 銀行費用 9,813�
機構奉獻 3,000� 寬頻電訊網頁費 37,646�
奉獻行政費 37,327� 宣教事工支持 3,462�
其他收入：車敬、賣書等 30,059� 印刷費用 21,918�
薪金基金撥入 414,020� 核數師費用 2,500�
利息 41� 公開聚會 17,895�

郵費 3,004�
保險 9,178�
辦公室租金費用 65,027�
十周年紀念活動 43,306�
其他費用 30,704�

HK$773,746 HK$741,497

全年盈餘�/�（不敷）HK$32,248
註：不包括已指明宣教士及指明事工用途之奉獻

哥頓及燕子宣教士
1.� �現在紐約的天氣漸漸回暖，夫婦和眾同工已加密次
數往各個大學校園，接觸猶太學生。感謝主帶領接
觸到猶太教和世俗化的猶太人，有些更是從以色列
地來的，他們開放地談論信仰，願主軟化他們的
心，接受福音。

2.� �感謝主帶領哥頓完成往新澤西州及匹茲堡市之講道
旅程，讓更多信徒了解猶太文化節期及猶宣事工，
旅程中亦認識到猶太人信徒，及一些恆常為以色列
代禱的肢體，非常寶貴。

3.� �哥頓正在協助籌備7月初差會舉辦的以色列團及培靈
大會，請為這數百位參加者代禱，華人信徒佔四十
多人，願大家有所學習，並一同慶賀以色列復國
七十週年。

4.� �燕子在未來數月將要接受多次牙科手術，會影響她
的進食與日常生活。求主幫助！

5.� �哥頓一家預算在6月中，搬往一所靠近彌賽亞中心
的新居，好讓他們更方便參與差會各樣事工，並能
有更多猶太人作鄰居，與他們接觸。請記念需要為
呈慶及呈欣尋找新學校，亦記念他們需要適應新環
境，特別是呈欣有焦慮症背景，較困難接受環境轉
變，所以已多次解釋和禱告，願主保守眾人順利過
渡往布碌崙另一社區。

(852)3461�905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