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天至聖日祈禱手冊 2019

第二屆 同心守望猶太人祈禱會



每當提到猶太人，我們往往想到以色列，為猶太人禱告的時候，

也常把焦點放在以色列的猶太社群。以色列既是神的應許之地，也是

世界上最多猶太人的國家，關心猶太人，自然也會關心以色列。可

是，據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Sergio 

DellaPergol 教授估算 ，2018 年，全世界猶太人口為 14,606,000，其中

656 萬在以色列居住，其餘 800 多萬猶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1 當我

們為以色列的猶太人禱告時，也應毌忘為散居的猶太人禱告，畢竟，

散居的猶太人比住在以色列的猶太人更多。

因此，今年的祈禱手冊，列舉世界首 10 個最多猶太人的國家，
2 為他們的猶太社群禱告。祈求以色列的神成就祂的應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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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6）

願猶太人回轉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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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以色列總人口約 850 萬，其中有 656 萬猶太人，是世界上有

最多猶太人的國家。自 1948 年立國至今，約有 320 萬猶太人回歸以色列，

包括兩次大移民潮：立國初期至上世紀 50 年代中葉，有 70 萬來自伊斯蘭國

家的猶太人回歸；90 年代初期，則有 90 萬來自前蘇聯的猶太移民。以色列

的猶太人當中，45% 是世俗主義者；25% 是相信有神，但沒有恪守猶太教規

條的「傳統」(traditional) 猶太人；16% 是正統派 (Orthodox) 猶太人，而屬於極

端正統派 (ultra-Orthodox) 的則有 14%。3

正統派猶太教是唯一被官方承認的猶太信仰，猶太歸主者的地位仍備受

爭議，有可能遇到不公平對待，很多猶太歸主者因其信仰而未能獲得以色列

政府批准移民回歸以色列。雖然如此，歸主者在以色列享有信仰自由，可以

自由聚會。感謝神，以色列教會近年增長迅速，1999年，以色列教會約有5,000

人聚會（包括猶太人及非猶太人）；2017年，以色列教會人數增長至20,000（包

括猶太人及非猶太人）。4

增長迅速的以色列教會須要得到聖經的教導，在真理上站立得穩，免得

被錯謬的教導影響。現今，約有 70% 以色列教會的傳道人未曾接受正規的神

學教育，也有只是信主兩、三年的信徒起來帶領教會。希伯來文的基督教書

籍一直十分缺乏，過去 12 年，葡園出版社 (HaGefen Publishing) 致力出版以不

同主題寫成的基督教書籍，填補文字資源的缺口。5

代禱事項：

1. 為以色列的猶太人禱告，願他們認識耶穌基督是神所應許的彌賽亞，是猶 

 太人的救贖主。

2. 為以色列的教會禱告，求主保守他們在聖經真理上站立得穩；又使用基督 

 教文字出版事工，建立信徒，明白聖經，實踐信仰，見證基督。

1 Sergio DellaPergola, “World Jewish Population 2018”. Berman Jewish Databank , Current Jewish Population Report  

 (Number 23-2018), p.12.

2 同上，頁 21。

3 祈禱手冊內各個國家的猶太人口背景及歷史等資料，節錄自「世界猶太議會」(World Jewish Congress) 網頁  

 ，https://www.worldjewishcongress.org/en , accessed on 22 July, 2019

4 https://jewsforjesus.org/publications/havurah/messianic-jews-in-modern-israel/，引用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Report for 2017: Israel, Golan Heights, West Bank, and Gaza” by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http://www.state.gov/j/drl/rls/irf/religiousfreedom/index. 

    htm?year=2017&dlid=280986）, accessed on 24 July, 2019

美國的猶太人口約 570 萬，是僅次於以色列、全世界猶太人口第二多

的國家，在紐約就有逾 200 萬猶太人居住。美國猶太人以無神論或不可知論

者為數較多，只有 48% 的美國猶太人相信有神。美國的猶太教徒之中，正統

派 (Orthodox) 有 22%，保守派 (Conservative)　33%，改革派 (Reform) 38%。按

1991 年的一項調查顯示，逾 50% 的美國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因而有被

其他文化同化、失去猶太傳統文化的危機。

猶太人在 18 世紀美國獨立初期，已在美國居住，大都來自西班牙及葡

萄牙。19 世紀中葉，德國猶太人開始移居美國。之後，又有來自俄國及東歐

的猶太移民浪潮，1918 年，美國成為世界有最多猶太人的國家。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後，很多納粹大屠殺倖存者來到美國。過去數十年，美國有 25 萬

來自以色列的新移民，又有 15 萬來自前蘇聯、3 萬來自伊朗，以及數以千計

來自拉丁美洲、南非及其他地區的猶太移民。這些猶太移民帶著夢想來到美

國，雖然起初生活艱苦，但透過克苦經營，辛勤工作，努力學習，猶太人的

生活得到改善，在商業、工業、科學、學術等領域都有很好的發展。此外，

猶太人活躍於藝術、傳媒及演藝事業，有的擔任政府高職或國會議員，政治

上有一定影響力。

按 Messianic Jewish Alliance of America 的報道，美國現今有數以萬計的猶

太歸主者，很多大城巿有猶太歸主者的聚會所。6

代禱事項：

1. 美國猶太人在很多方面都成就卓著，為神賜給他們的智慧、才幹和機會感 

 恩；為他們能得著最大的福氣禱告，就是得著在耶穌基督裡永恆的救恩。

2. 為美國教會禱告，願他們明白神對猶太人不離不棄的愛，向猶太人傳揚福 

 音，領他們回歸主恩。

5 David Zadok's Newsletter, March 2019. (Christian Witness To Israel)

6 https://mjaa.org/messianic-movement; accessed on 23 July, 2019

第一天  以色列 第二天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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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有 45 萬猶太人，是歐洲有最多猶太人的國家。50% 的法國猶太人

居住在巴黎，此外，在馬賽、里昂、圖盧茲、尼斯等城巿，也有很多猶太人

聚居。法國猶太人原本以來自德國及東歐的阿什肯納茲 (Ashkenazi) 居多，但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殖民地相繼獨立，很多北非的猶太人移居法國；

因此，現今有 60% 的法國猶太人是塞法迪 (Sephardic)。大部份的法國猶太人

是世俗化或只是遵行傳統文化，在信仰上不置可否；而屬於極端正統派猶太

教的有 7%，屬於保守派或改革派的則有 5%。近年，由於法國境內針對猶太

人的暴力事件劇增，愈來愈多猶太人移居以色列。

猶太人自中世紀初期便在法國居住，後因受到逼迫，甚至被完全逐出

法國。數百年來，猶太人雖曾回到法國居住，卻又屢次經歷被驅逐的命運，

直至 17 世紀，猶太人才再次在法國定居下來。法國大革命 (1789-1799) 後，

法國成了第一個解放猶太人的歐洲國家，讓他們可以自由生活。猶太人漸漸

與法國主流社會融合，投入政治、經濟及文化等生活層面。可是，法國的反

猶太主義 (Anti-Semitism) 仍然存在，時有針對猶太人的嚴重事件發生。西奧

多 ˙ 赫茨爾 (Theodor Herzl) 目睹法國的反猶太情緒，認定了儘管猶太人努力

投入當地文化及貢獻國家，但猶太人被全面接受的夢想，卻是永遠不會實現

的。於是，他在 1896 年撰寫了《猶太國》(The Jewish State)，提出猶太人需

要一個家園，因為其他任何地方都不是家。赫茨爾的著作催化了猶太復國主

義 (Zionism) ，為以色列國的復國埋下伏線。

現今尚沒有正式的統計資料顯示法國有多少猶太歸主者，可是，有來自

不同差會 ( 如：以色列福音差會、選民事工差會、Jews For Jesus 等 ) 的宣教

士在法國服侍，向猶太人傳講福音。

代禱事項：

1 求神憐憫法國猶太人，保守他們在反猶太主義的處境中得平安。願聖靈光 

 照他們，讓他們認識「和平之子」耶穌基督。

2. 為宣教士的服侍禱告，求主為他們開福音之門，有機會與猶太人建立關係， 

 得到信任，在他們當中見證主。

加拿大約有 40 萬猶太人，主要居住在多倫多、蒙特利爾、溫哥華及渥

太華等大城巿。約有 35% 加拿大猶太人與非猶太人通婚，遠比美國猶太人與

非猶太人通婚的比例 (54%) 為低，加上加拿大政府鼓勵國內不同種族的人民

保持其傳統，因此，加拿大猶太人大都能保持猶太文化；信仰方面，有 40%

加拿大猶太人屬正統派，20% 屬保守派，20% 屬改革派。7

最早踏足加拿大的猶太人，是 18 世紀隨同英國軍隊來到蒙特利爾與法

國作戰的軍人。19 世紀末，俄羅斯及東歐的反猶主義高漲，不少猶太人逃難

至加拿大。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為數眾多的大屠殺倖存者及北非的猶太

難民移居加拿大，猶太人口從1941年的17萬增加至1961年的26萬。1971年，

加拿大政府通過「多元文化主義法案」(Multiculturalism Act)，使猶太人及其他

少數族裔有更多發展機會。加拿大猶太人普遍有良好教育，在科學、法律、

醫學、政治、藝術及文學等領域上，有卓越成就。8

於 1976 建立的 Kehilat Melech Yisrael（「以色列之王」聚會所）是加拿大

猶太歸主者第一間建立的聚會所 (Messianic Synagogue)，9 現今在多倫多、蒙

特利爾、溫哥華及渥太華等大城巿都有猶太歸主者的聚會所。

代禱事項：

1. 為加拿大的猶太人禱告，求主讓他們在穩妥舒適的生活中，思想生命的意 

 義，真正認識他們的創造主和救贖主。

2. 為猶太歸主者及教會禱告，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有活潑的靈命，在猶太 

 社群中作鹽作光，見證基督。

7 https://www.myjewishlearning.com/article/canadian-jewry/, accessed on 25 July, 2019.

8 同上

9 http://www.cmy.on.ca/who-we-are/, accessed on 25 July, 2019.

第三天  法國 第四天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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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有 29 萬猶太人，大都居住在倫敦、曼徹斯特及格拉斯哥等大城巿。

信仰方面，26% 英國猶太人自稱是「傳統」(traditional) 猶太人，24% 是世俗化，

18% 是「進步派」(progressive)，12% 是正統派，以及 4% 是極端正統派。雖

然如此，有超過 50% 的英國猶太人是猶太教會堂的會員。

猶太人在英國居住的歷史可追溯至 11 世紀初期；13 世紀末，英皇愛德

華一世頒佈驅逐令，英國的猶太社群因而衺衰落。17 世紀中葉，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掌權，猶太人才陸續返回英國定居。19 世紀上半葉，猶太人獲准

擔任國會議員，正式得到解放。迪斯雷利 (Benjamin Disraeli) 在這段期間當選

首相，是英國的第一位猶太裔首相。由於英國對各宗教持包容態度，相對來

說，較少反猶主義事件發生，故在 19 世紀末及 20 世紀初，猶太人湧入英國

居住；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很多猶太人逃離納粹德國而來到英國。

現今，猶太人活躍於英國社會，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有些人在政府、司

法界及軍隊中擔任高位，從政的猶太人也不少。

長久以來，英國有猶太人歸主及加入教會，其中包括第一位猶太裔首相

迪斯雷利及曾在東南亞宣教的葛馬丁 (Martin Goldsmith) 等，但因沒有正式的

統計，估計猶太基督徒的人數不多。 The British Messianic Jewish Alliance (BMJA) 

成立於 1866 年，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同類組織。10 現今，有 12 個英國的猶

太歸主者團契加入 BMJA 成為會員。11 參與這些團契聚會的除了猶太歸主者

外，亦有不少是關心猶太人歸主的非猶太裔基督徒。 

 

代禱事項：

1 感謝神，猶太人在過去 200 年可以在英國得享平安、有機會聽聞福音及信 

 主；求主光照現今的英國猶太人，讓他們明白相信耶穌與猶太人的身份並 

 沒有衝突，立志相信及跟從耶穌。

2. 為英國教會禱告，關心猶太人的屬靈需要，以愛以誠，在他們當中傳揚真 

 理，宣講耶穌就是彌賽亞。

10  http://bmja.net/our-history/, accessed on 26 July 2019

11  http://bmja.net/fellowships/, accessed on 26 July 2019

阿根廷的猶太人口約有 18 萬，其中 80% 居住在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

是拉丁美洲有最多猶太人的國家。阿根廷的猶太人有 70% 是阿什肯納茲

(Ashkenazi)，其餘 30% 是來自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衺利亞和北非等地的

塞法迪 (Sephardic) 猶太人。

中世紀時代，由於西班牙異端裁判所 (Spanish Inquisitions) 的逼害，猶太

人逃難至現今的阿根廷，但為數不多。19 世紀初期，英格蘭及威爾斯的移民

來到阿根廷拓荒，從事農業及畜牧業。阿根廷地廣人稀，有很多可以開墾的

農地，卻缺乏人力從事耕作。1866 年，阿根廷政府在英國猶太人的游說下，

通過法例，讓移民至阿根廷的猶太人獲贈 20 畝農地；而英國的羅斯查爾德

基金 (Rothschild Foundation) 則提供資金給猶太移民購買農耕器具 。( 註：羅斯

查爾德家族是從德國移居英國的猶太人，於 19 世紀開始經營銀行業務，至

今仍具有影響力。) 與此同時，在俄國及中歐的反猶主義高漲，於是，很多

猶太人逃到阿根廷，開始新生活，建立農場。現代以色列國立國後，很多阿根

廷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又或移民北美；猶太農民的後代亦漸漸搬往城巿居住，

經營生意或從事其他專業。現今，在阿根廷從事農業的猶太人已寥寥可數。12

那些早期來自英格蘭及威爾斯的移民，大部份是弟兄會及宣道會背景，

深信聖經中關於以色列的預言，阿根廷福音派教會亦承傳了這份信念。20 世

紀下半葉，阿根廷有 11 間專向猶太人傳福音的差會，隨著本色化猶太歸主

者聚會所的建立，差會漸次離開，現今阿根廷只餘下 4 間向猶太人傳福音的

差會；而大部份教會尚未有具體計劃，向猶太鄰舍傳福音。13

代禱事項：

1. 為在阿根廷宣教的宣教士禱告，求主賜他們智慧，引領猶太人歸主。

2. 為阿根廷教會禱告，願他們明白主的大使命是包括向猶太人宣教，以致他 

 們有愛猶太鄰舍的心，向他們傳講主耶穌。

12  David Sedaca, “Annual Report for 2018 for Latin America”, LCJE Bulletin (Issue 135, Spring 2019), p.17

13  同上，頁 18。

第五天  英國 第六天  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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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的猶太人口約有 17 萬，其中一半住在莫斯科，20% 住聖彼得堡。

除了正統派猶太教，保守派、改革派和極端正統派猶太教都在一些大城巿活

躍發展。

第 7 世紀開始，猶太人已在高加索山區居住。14 世紀，立陶宛管治俄

羅斯西部時，給予猶太人特權，很多猶太人遷居俄國。可是，他們很快便面

對接二連三的壓迫，16 世紀中葉，俄國沙皇伊凡 (Ivan the Terrible) 頒令把所

有猶太人從俄國驅走。18 世紀下半葉，隨著波蘭被分割，很多猶太人被納入

俄國的管治範圍，俄羅斯的猶太人口因而大幅增加。儘管愈來愈多猶太人與

俄羅斯社會同化，但反猶太主義卻愈來愈高漲，對猶太人的逼迫也愈加厲害。

與此同時，個別猶太人在社會主義運動及共產主義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亦

開始了錫安主義運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與蘇聯的戰情激烈，曠日持久，100 萬俄羅

斯猶太人被殺，是當時蘇聯猶太人口的三分之一。1948-1989 年，有 21 萬俄

羅斯猶太人回歸以色列；1989 年，蘇聯瓦解，回歸以色列的猶太人更多，

1989 年至今，共有 70 萬來自前蘇聯的猶太人移居以色列。

俄羅斯猶太人是按以色列回歸法 (Law of Return)，回歸以色列最大的族

群，移民潮至今仍在繼續。蘇聯的管治致力消除國內各個民族的獨特文化及

身份，以期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可是，社會的不安卻帶來屬靈的更新，講

俄語的猶太歸主者不斷增加。有人估計，有 60% 的以色列猶太歸主者是以俄

語為母語。14

代禱事項：

1 為現今在俄羅斯及前蘇聯地區居住的猶太人禱告，他們曾受社會主義的教 

 育；求神光照他們，讓他們認識創造主，明白以色列的神對他們的愛。

2. 為講俄語的猶太歸主者感恩，他們在向猶太人傳福音上扮演重要角色，求 

 主堅固他們的信心，在真理上站穩，在猶太同胞中作鹽作光。

 

14 https://kehilanews.allisrael.com/the-4th-russian-messianic-jewish-leaders-conference/, accessed on 26 July, 2019

  
德國約有 12 萬猶太人，猶太人最多的德國城巿是柏林 (10,000)、慕尼黑 

(9,000) 和法蘭克福 (7,500)，其餘分散在一百多個城鎮。正統派猶太教會堂不

僅在大城巿設立，在人數較少的城鎮，都各自有其會堂及拉比。

第 4 世紀開始，猶太人就在現今德國所在的地區定居，數百年間，猶太

社區發展蓬勃。11 世紀，十字軍開始東征，猶太人遭到逼害、被屠殺及驅逐。

14 世紀中葉，歐洲爆發黑死病，死者不計其數，猶太人被指為是帶來黑死病

的元兇，很多人因而被殺。17 世紀，情況漸漸改善，至 1871 年，德意志帝

國通過憲法，使猶太人在政治及社會各層面得到解放。猶太人自此積極投入

德國社會，在商業、工業、藝術及科學上都貢獻良多，有多位德國猶太人曾

獲頒諾貝爾獎，包括在 1921 年獲得物理學衺的愛因斯坦。

當猶太人以為自己已完全擁抱德國人的身份，被德國人認同時，德國的

反猶主義卻並沒有消滅。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針對猶太人的事件漸有增加。

1933 年，納粹黨掌權，猶太人的處境更趨嚴峻，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被

希特拉屠殺的猶太人共 6 百萬。

大戰結束後，倖存的德國猶太人大都移居其他國家，只有少數留在德國

居住。蘇聯解體後，前蘇聯地區的猶太人以「難民」身份來到德國，因此，

現今的德國猶太人大都是來自前蘇聯的新移民。相對原來在德國居住的猶太

人來說，這些猶太移民年紀較輕，教育水平亦較高，可是，猶太傳統文化卻

較淡薄。

按德國學者 Stefanie Pfister 在 2007 年的研究，德國有 40 個猶太歸主者

的聚會點。15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教會或由於感到須為納粹大屠殺承擔

責任，或因為神學上對猶太人得救的誤解等種種原因，很多教會反對向猶太

人宣教。雖然如此，仍有福音派教會及組織向猶太人傳福音。1990 年代，德

國猶太歸主者開始組成歸主者聚會，大部份的歸主者是在蘇聯時，因感共產

主義未能為人生意義提供答案，透過福音派基督徒而信主。16 2005 年，德國

的猶太歸主者約有 600 人。17

第七天  俄羅斯 第八天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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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猶太人口是 11 萬，其中 85% 居住在墨爾本及悉尼。按墨爾

本的統計，6% 猶太人自稱「嚴守正統」(strictly orthodox)，33%「傳統敬

虔」(traditionally religious)，15%「自由派或改革派」(liberal or reform)，

43%「沒有信仰的猶太人」(Jewish but not religious)。雖然沒有全國猶太

人的統計數字，墨爾本猶太人的信仰分佈，或多或少反映全國狀況。只

有約 15% 澳洲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結婚，與散居其他國家的猶太人比較，

與非猶太人通衺的比例相對較低。

當英國在 18 世紀把囚犯流放至澳洲時，猶太人也在這些早期被流放的

人之中。19 世紀，猶太社群在墨爾本及悉尼等城巿形成，他們大都是來澳洲

尋找新生活的移民。20 世紀初期，來自歐洲的猶太移民湧現，二次世界大戰

後，澳洲接收了數以萬計的大屠殺倖存者；現今，澳洲仍是以色列以外的猶

太社群中，大屠殺倖存者比例最高的國家。

現今，有隸屬不同差會的宣教士在澳洲猶太人中傳福音，他們透過個

人佈道、醫院探訪、逐家佈道、接待以色列旅客、節慶聚會等不同途徑，與

猶太人建立關係，向他們傳講耶穌。19 Messianic Jewish Alliance of Australia 於 

1960 年成立，除了在墨爾本及悉尼以外，在布里斯本、坎培拉及黃金海岸等

地皆有猶太歸主者聚會所。

代禱事項：

1. 澳洲是以色列旅客的旅遊熱點，為宣教士及教會接待以色列旅客的服侍禱

 告，求神使用，讓以色列的猶太人在澳洲有機會聽聞福音。

2. 為澳洲猶太人中的大屠殺倖存者禱告，願他們得著在彌賽亞耶穌中的真 

 平安。

19 Mark Polonsky, “Reports from LCJE AustralAsia”, LCJE Bulletin (Issue 135, Spring 2019), p.9-12

隨著來自前蘇聯的猶太新移民在德國安頓下來，他們的第二代愈來愈德

國化，猶太人歸主的增幅放緩，一些猶太歸主者感到氣餒，他們需要得到鼓

勵和合適的裝備，以致能勝過失望，站立得穩，繼續在猶太人中傳揚耶穌。18

代禱事項：

1. 為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禱告，求神醫治他們的心靈創傷，能認識耶穌基督 

 就是受苦的彌賽亞，是他們的救贖主。

2. 為德國的猶太歸主者禱告，求神堅立他們， 持守信心，奔跑不放棄， 

 繼續見證主。

15 Stefanie Pfister, “The Present Messianic Jewish Movement in Germany”, Mishkan Issue 58, 2009, p.6. http://www. 

 caspari.com/wp-content/uploads/2016/05/mishkan58.pdf, accessed on 29 July 2019

16 同上，頁 10 及 14。

17 同上，頁 11。

18 Vladimir Pikman, “The Future of Messianic Congregations in Germany – Challenges, Obstacles and possibilities”,  

 Mishkan Issue 58, 2009, p.33-38. 

第九天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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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有 9 萬多猶太人居住，是拉丁美洲第二多猶太人的國家，大部份住

在聖保羅。聖保羅的 Congrega衺衺o Israelita Paulista 是拉丁美洲最大的猶太會堂，

服侍超過 1,500 人。這是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人在 1936 年建立的改革派會堂，

但與保守派亦有聯繫。近年，極端正統派猶太教也在聖保羅發展，建立了幾

間會堂。巴西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結婚的比率很高，估計約有 60%。

猶太人在巴西居住可追溯至 16 世紀，為了逃避歐洲異端裁判所的逼迫

而來到巴西，有份參與開發第一批甘蔗種植園。17 世紀，荷蘭統治了巴西

東北部，對猶太人採取包容政策，因此，不少猶太人在商業上有出色成就。

1822 年，巴西獨立，猶太人已在此建立了穩固根基。與此同時，來自摩洛哥

的猶太人移居至亞馬遜河流域。19 世紀末，歐洲反猶主義愈趨激烈，數以萬

計的猶太人逃到巴西居住。可是，1930 年代後期，巴西的反猶主義也日益高

漲，猶太報章及機構相繼關門。第二世界大戰結束後，巴西採用了較民主的

憲法，猶太社群才逐漸回復正常生活。現今，巴西猶太人的生活穩定及平安，

積極參與政府事務，在很多方面都取得成就。

據洛桑猶太福音會議 (Lausanne Consultation on Jewish Evangelism, LCJE) 拉

丁美洲聯絡人 David Sedaca 的報告，現今巴西有 3 間猶太歸主者聚會所，其

中一間定期舉辦猶太福音工作專題講座，鼓勵及裝備教會及猶太歸主者向猶

太人傳福音。20

代禱事項：

1. 現今，巴西是其中一個差派最多宣教士的國家，21 請禱告，願巴西教會看 

 見猶太人的福音需要，積極參與猶太宣教。

2. 為巴西猶太人歸主者禱告，願他們被主使用，引領同胞歸主。

 

20 David Sedaca, “Annual Report for 2018 for Latin America”, LCJE Bulletin (Issue 135, Spring 2019), p.18

21 Val Green, “Brazil Becomes Second-Largest Christian Missionary Exporter in the World”, https://www.christianpost. 

 com/news/brazil-becomes-second-largest-christian-missionary-exporter-in-the-world.html, accessed on 30 July, 2019

第十天  巴西

     9 月 27 日 ( 五 )
時 間： 晚 上 7：30 - 9：00

地 點： 尖 沙 咀 潮 人 生 命 堂 

( 尖 沙 嘴 寶 勒 巷 25 號 )

查 詢 ： 2 3 9 2  8 2 2 3

 ( 香 港 差 傳 事 工 聯 會 )

聚會重點
・  現今猶太宣教的實況

・  猶太人回轉歸主的需要及困難

・  長宣宣教士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見證

・  短期宣教的肢體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見證

・祈 禱 時 間

當 晚 設 有 書 攤



合辦：

協辦：

香港宣道差會    
HONG KONG ALLIANCE MISSION

                                                             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洛桑猶宣網絡
LCJ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