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
為新約聖經的第一卷書，馬太福音很可能

是每個基督徒讀的第一卷聖經。但令人

遺憾，大多數人都遺忘了最初的十七節經

文——滿是陌生名字的耶穌基督的家譜！這也難怪，

因為這短短十七節經文，撮要地說明創造天地的真

神在舊約裡經營的重點——帶下彌賽亞（基督）拯救

猶太人和全地所有的民族。有待我們多明白舊約聖

經內容，才會發現這十七節經文的寶貴。

不少聖經學者相信，馬太福音最初是為著向

猶太人作見證所特別寫的，所以非常著重解說舊約

預言的成就，證明耶穌便是猶太人所一直等候的彌

賽亞。談到作見證，神所要的一直是一個團體，從

以色列會眾，到基督的教會，都是一個群體。主耶

穌選召十二使徒，也來自不同背景，各有性格和不

足；就是這樣的「沒有學問的小民」（徒4:13）所組成

執行主任手記

以色列近況與代禱

2021年秋季通訊

求主在疫情中保守各地信徒及猶太人，免受
病毒侵害，也讓更多猶太人及外邦人，在危
機及不安中，反思生命及信仰問題。

求主感動更多教會及信徒，關心人口中
99%人仍未得著救恩的猶太民族。

請特別記念每天都有大數量離
世的大屠殺倖存者，在往而不返

之前，得著救恩! 也請記念以色列的兒童
及青少年福音工作，及信徒兒女

的栽培工作。求主賜智慧
給各宣教同工，作彌賽亞
美好生命見證。

希伯來文馬太福音金句運動
求主使用希伯來文馬太福音金句運

動，讓信徒因神話語生命成長。同時

裝備希伯來語見證小工具，當接觸猶

太人時，可以使用他們熟悉的希伯來

語，更容易打開話匣子，分享福音時更事半功倍。

每天15分鐘，掌握希伯來文聖經金句，豐富生

命成就猶太福音的使命！

網址連結https://chosenpeople.org.hk/希伯來

文馬太福音金句運動

分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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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漫猶事工  香港共同執行主任
感恩平安抵達英國新工場，記念一家人
的適應、往後事奉上的新安排順利蒙
恩，一方面實踐關顧差會華人團隊、又
探索開展英國第二大猶太人口但過往未
有宣教士的曼城猶宣，並向英國本土人
作福音回饋工作。

大民  香港共同執行主任
1.  與Mark共同推動差會猶宣工作，在

不同教會宣講及分享異象，願教會
回應神心所繫，先是猶太人，同時
也記念外邦人的得救。

2.   記念交接工作及教會的預備，祝福
歐洲北美新戰線，又祝福團隊彈性
互信，彼此了解。

葦𦶣 香港行政同工
1.  感恩參與選民事工差會，很快適應

半職行政工作。
2.  記念我能更深認識猶宣事奉，求主

賜我更多異象和感動，對猶宣有更
大的負擔。 

哥頓家庭 紐約
1.  紐約已有七成人口接種新冠疫苗，

疫情受控，大部份防疫措施已經解
除。布碌崙區之猶太人教會，已於
六月中開始恢復實體與網上聚會同
步進行。由於已經停止了實體聚會
超過一年，有些信徒流失，需要關
顧，眾人亦要逐步適應回復正常聚
會。請代禱記念。

2.  原本年初應該收到的出入境文件，
仍然未有消息，原因是美國政府在
疫情影響下，工作效率緩慢。差會
律師通知我們，現在持有的工作簽
證是不能出境，我們無奈地取消了
暑期回港之旅。請紀念原先安排哥
頓往多間教會之聚會需要改動，和
在港患病親人平安。

前往以色列，預備以學生身份進入
工場。現階段還在選擇合適地區與
課程，懇請記念!

2.  感恩與丈夫已順利完成疫苗的接種。
3.  求主帶領在這一季度中於各場合的

異象分享，並讓群體同感一靈一同
回應猶宣異象。

路得MARIA 香港
1.  求主顯明祂的心意，讓我明白自

己在猶宣的角色。已申請以色列
Christ Church義工，仍未有消息。

2.  感恩找到合適新居，一個新生活開
始。又感恩主供應，賜我一份政府
合約工作支持生活需要。剛打了第
一針疫苗，求主保守身心健康。

3.  感恩神預備在Support Team以外，
開始每月一次新支持代禱小組。

FANNY NG 香港
1.  記念手受傷的物理治療，早日完全康

復。回家後，求主保守搬家後拆箱安
頓。感恩有消費劵讓新家作民宿接
待的添購需要預備，記念學習英語及
現代希伯來文，丈夫兒子同心事奉。
記念畫圖藝術宣教，求主使用。

2.  記念教會分享異象，讓教會肢體更
多關注猶宣，求主叫信心突破，自
籌需要的學習。

芬妮SHUK 香港
1.  感 恩 神 速 醫 治 家 人 從 ICU出 院 回

家，都有平安，求憐憫早日信主。
2.  記念差會拓展需要，教會的異象分

享及猶宣動員，求主加力，又保守
民宿事工早日重啟！

溫柔與彩虹  創啟
1.  感恩地震中有平安；感恩疫情中仍

能接待。
2.  感恩神預備新地方 - 一個獨棟單

位，更合適猶太民宿接待。
3.  為當地人拜偶像情況，求主改變，

記念建立美好鄰里關係，活出見證。

奉霖麗雪一家  台灣
1.  5月變種疫情爆發，防疫限制，無法

實體聚會，影響了7月多個培訓聚
會，改網上縮時。感恩現在疫情受
控，求主繼續施恩。

2.  家中各人安好，多了親子時間。
3.  求主加添工人，將猶宣異象傳遞，

感動更多肢體支持。

的隊工，將福音從耶路撒冷傳揚至

萬國萬族。今天我們作彌賽亞復

活的見證，同樣要倚靠團隊同

工，單打獨鬥能完成的工作非常

有限，而且也不是彌賽亞耶穌喜

悅的。

正在閱讀這篇文章的您，也是

向猶太民族作見證的團隊成員，千萬

不要小看自己，你的代禱和金錢支援，

就像「兩個小錢」（可12:42），肯定是主所

看重和使用的；也像「五餅二魚」（太14:17），

我們的主可以祝福並擘開，供應許多人的需要。

您的弟兄，共同執行主任

林志海、王大民

代禱園地 將會向他及其他出現類似副作用之
年輕人，展開調查。經治療後，他
已回家休息，但需定期返回醫院複
診。願主保守他的康復和將來也沒
有後遺症。

4.  六月底，呈慶初中畢業，滿心歡
喜，並向同學們依依不捨地道別。
呈慶考上了紐約著名高中，將於九
月開課。呈欣亦在今年小學畢業，
在原本的猶太人學校升讀初中，我
們全家人一起有簡單慶祝和獻上感
恩。願主帶領他們的前路！

Denise 紐約 
1.  請為我在7月4日至11日作兒童福音

營(Camp Kesher)的導師感恩代禱,
今年約有50年名兒童報名, 求主保
守福音的種子在疫情中仍然能生根
發芽,  為參與的兒童生命帶來平安
與喜樂。

2.  請為我栽培的對象, 恩兒*(化名), 一
位初信主的年輕彌賽亞信徒代禱. 求
主繼續堅固她的信心及繼續帶領她
前面的人生方向.  求主讓她有智慧
知道怎樣和家人溝通,  因為她的父
母及家人都是極端猶太教背景的。

雅億 小熊國
1.  7月經舊工場探訪後已平安到埗新工

場，記念居住適應及其他相關事務
有順利。記念在港家人朋友親戚身
心靈有平安。

2.  繼續記念工場猶太群體抗拒福音及
反猶主義升溫代禱，又記念與一位
在工場經驗的M民宣教士的聯動，求
主為新工場的事奉方向引導開路，
可以藉不同平台接觸當地猶太人。

3.  感恩已打完兩針疫苗，保守抗體產
生，求主保護身體健康，前行有平安。

鍾愛柔 香港
1.  感謝主帶領我回港接受乳癌治療，1

月尾及2月初接受了手術, 3月初開
始化療至8月中完成, 9月會接受電
療, 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身體能承受
到療程帶來的反應。

2.  左腋下淋巴割除手術後令左手活動
受影響, 常感不適, 求主看顧加力做
通淋巴運動，能有效舒緩不適。

3.  感謝媽媽的照顧, 她每天為我預備
晚飯。她已76歲，仍未信主, 求主
看顧她身體健康, 也早日明白救恩
及信主。

4.  求主帶領療程後身心靈的康復及未
來的事奉路向。

馬蝶花 香港
1.  感恩神讓我今年3月確定先成為選

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的儲備宣教
士，並籌劃於2022年秋與丈夫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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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44 同工薪金 HK$235,306 

教會奉獻 146,600 同工公積金 9,535 

支持民宿事工/喜樂之家 9,000 民宿事工/喜樂之家支持 57,874 

奉獻行政費 34,629 宣教事工支持 78,500 

其他收入: 車敬 4,200 辦公室租金費用 19,126 

其他收入: 賣書 1,650 寬頻電訊網頁費 3,368 

基金撥入支持不足同工薪酬 62,130 公開聚會 1,800 

利息 22 銀行費用 1,146 

 印刷、郵費和其他費用 7,979

(不包薪金對沖）  362,875 414,634 

第二季盈餘/(不敷）(51,759)�

財政報告 2021年4月至6月財政報告 

掃瞄收看視頻

網上圖片

3.  呈慶於六月初接受第二劑新冠疫
苗後，身體出現罕見副作用，感到
胸口疼痛，晚上隨即送入急症室。
診斷後，醫生確認他出現心肌炎問
題，體內血酶素過高，有心臟病發
作的風險，需要留院三晚，事件已
通報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差會動向



差會與宣道出版社合辦系列講座

差會同工於宣道出版社主領之系列講座
「聖經節期探索」三講～本會共同執行主任王大民

1月19日
差會執行主任林志海和Denise宣教士：「從馬太福音

6:33看如何作彌賽亞耶穌的門徒」

馬太福音一開始的家譜，便顯明耶穌就是彌賽

亞。作為彌賽亞耶穌的門徒，我們首要實踐的是馬太

福音6:33：「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

要加給你們。」從人生的眾多選擇中，門徒應當持續優

先尋求神的「國」，要在真理上站穩，追求認識神及拓

展神的國。求神的「義」，意思就是在一生中活出神國

完美的質素。作彌賽亞耶穌的門徒，放下自我，勝過

憂慮，以神的國和神的義為先，從而更深明白代禱真

諦，祈求神藉以色列的救贖祝福列國萬邦。這節經文

也可以從猶太背景理解：神的國指向神與以色列立約

要成全的獨特永恆國度；神的義更是神藉彌賽亞大能

拯救以色列民及地上萬邦，讓他們一同順服神的王權；

人若常求神國和神義，神的信實一定有及時供應，面

對世上艱難處境和一切挑戰時，我們也毋須憂慮。

2月4日
差會主席袁仲輝長老：「馬太福音的猶太家譜」

馬太福音一開始是耶穌的家譜，證明耶穌就是神

應許給猶太民族的彌賽亞，也顯明了猶太宣教的重要

的信息」和「 馬太福音裡天國使命的信息」 

沈志雄牧師對馬太福音有著深入的研究。第一講

藉不同章節疏理出猶太人需要福音。馬太福音多處經

文(8:10-12, 12:15-21, 21:43)明顯指出當時的猶太人

缺乏信心，所以被拒於天國之外。然而耶穌在多處經

文(4:23, 9:35, 10:5-7, 13:52)都向猶太人傳揚天國福

音。總括而言，馬太福音並沒有拒絕猶太人進入天國；

反之，馬太福音令我們明白他們拒絕福音的理由，他

們對耶穌彌賽亞身份的拒絕，及祂對律法精義的教導

與猶太傳統的歧異。今日對猶太人傳福音，要幫助他

們在不違反真實律法的基礎上，以律法精義將歧異妥

善解釋，讓他們接受彌賽亞耶穌那圓滿律法及應許的

福音。

新冠疫情令差會不得不取消實體聚會，但神給我們藉網絡走上更廣闊的空間，讓猶太宣教的異
象傳得更遠。今年差會以「馬太福音的猶太福音」作為總題，透過不同的聚會讓我們更豐富地認
識馬太福音所充滿的猶太色彩，和更深刻地明白神要猶太人聽信福音的心意。差會也與宣道出
版社等合作夥伴籌辦了多個網上講座，分享了差會的民宿接待事工如何開啟了一條途徑，讓華
人信徒接觸到猶太朋友和他們分享福音；也在講座分享聖經猶太節期裡的福音訊息，和神最終
要拯救以色列全家的旨意。

意義。猶太人對家族來源極為重視，耶穌的家譜追朔

至大衛王，更始於亞伯拉罕，猶太人的第一位先祖 – 

神立約祝福世界之源。家譜中的五位本不該出現的女

性名字，指出她們所懷的信心，也提醒了我們信心的

3月6日
「舊約節期和基督徒的關係」

耶穌基督在逾越節受死，七天的除酵節代表罪被

清除，祂並且在初熟節清晨復活，而教會在五旬節誕

生。舊約七節期固然和以色列民族的經歷息息相關，

但從耶穌基督於節期的行事，可見神命令希伯來民族

遵守的七節期，是向全人類啟示祂全備的救贖計劃。

基督徒查考節期，目的是要明白其中精意，並在生活 

中作出配合，讓神旨意能以通行，也同時關心神藉他

們啟示但仍然抗拒彌賽亞耶穌的猶太民族。

3月20日
「聖經裡的春季節期」

春季節期預言了彌賽亞耶穌第一次降臨所成就的

救恩；而新約子民在五旬節誕生。拫據猶太傳統，神

是在五旬節降臨西乃山與舊約子民以色列立約。初期

教會也一直有信徒按猶太曆法於逾越節間記念耶穌的

受死和復活，可以說是今天復活節的濫觴。經過歷史

演變，原來充滿猶太文化的各種節期，一步步被去猶

化和外邦化，並加入羅馬帝國節期習慣和異族色彩，

演變成今天的節期，其中包括「復活節」。復活節的實

意並不在日子或方式，而是在讓耶穌基督的死和生在

2月25日
「普珥節的啟示 – 猶太傳統節期與聖經」講座

聖經以斯帖記記錄了普珥節的由來。差會

執行主任林志海和芬妮宣教士分享了今天世界各

地猶太人每年如何歡慶普珥節，也記念著他們如何

勝過仇敵和免被滅族。現代猶太人於節期間，從神的話語開始(讀經)，與人共享(彼此送禮)，

見證得勝(賙濟窮人)，設筵歡樂，藉節期展示了救贖的經過和神的恩典。從猶太人的歷史𥚃，我們

看到了逼害與保護，也見到他們顯出勇氣與承擔。無論是以斯帖記的記載到今天兩千年的反猶歷史，猶太人身心受

傷害。二次大戰大屠殺歷史更挑戰他們信仰，產生不信、憤怒和懷疑。今天信徒要把握時機，在眾多惡與迫害的世

界，顯現耶穌及聖經教導，愛猶太人和以色列，相信神的恩賜與選召沒有後悔，去激動他們發憤！

3月26日
「猶宣新思維@民宿多面睇」

選民事工差會在過去數年間，在香港、台灣及創啟地區推動並設

立了家庭民宿，接待了數百位猶太年輕旅客和他們的長輩。透過一同

生活和活潑的生命見證，扭轉了他們以往對福音及對基督徒的固有錯誤認知，不少表示樂意進一步了解信仰，

願意我們的以色列同工在他們回國後接觸他們。芬妮宣教士分享和他們相處的有趣及動人經歷，並台灣事工的

進展。盼望疫情過後有更多肢體參與接待猶太旅客，為神的選民的得救身體力行，完成神的使命。

信徒身上發生果效。這次講座亦根據福音書的記載和

當時猶太過節習俗，提出了耶穌基督在地最後一週（即

春季節期）在耶路撒冷的可能行程。

4月17日
「聖經裡的秋季節期」

吹角節、贖罪日及住棚節預告了基督第二次降臨

及之後發生的事。雖然不能武斷地為未成就的預言作解

釋，但不少聖經學者接受它們是關於被提和以色列被招

聚，以色列的悔

改及得救，和彌

賽亞國度在地建

立一千年。而耶

穌在節期間作了

不少耳熟能詳的

教訓，如活水、真光等，皆以當時聽眾能親眼看見聖殿

住棚節情況為背景。從今天猶太贖罪日莊嚴肅穆，在神

面前認罪的節期習俗，可以一窺基督再來時以色列全家

悔改的場景。因為猶太民族的拒絕，救恩臨到萬邦；因

為外邦人的得救，令猶太人發憤（嫉妒）使他們得救。

這是七節期所預示神救贖全人類的計劃，也是羅馬書第

11章所啓示猶太人和外邦人彼此交織的救恩進程。

而了解廣闊的聖經世界。我們考察了彌賽亞耶穌的足

跡：施行第一個神蹟的迦拿，受洗的約旦河，向門徒啟

示身份的該撒利亞腓立比，登山變象的黑門山等。

第二講從考古認識希律王和他短暫的國度。他

雖然與當時的猶太宗教及政治領袖彼此敵視，但在

逼害耶穌和門徒的行徑上，卻與他們合謀。然而，不

論是殺嬰孩的大希律，使約瑟馬利亞下埃及的阿基

老，殺施洗約翰的安提帕，或囚禁保羅的阿基帕二世

等希律家族成員，都無法阻止耶穌和祂的門徒成就

神的使命，他們的歷史只是從反面見證著神的信實

和偉大。

7月20日
哥頓宣教士：「從馬太福音16:13-28，看猶太人的彌賽

亞觀念」

哥頓宣教士指出經文的背景是在偶像敬拜盛行

的凱撒利亞腓立比，耶穌藉提問指示門徒認識祂就是

彌賽亞，引導他們從其他人的看法轉到個人的認信，

並認識耶穌並非偶像可以相比擬。使徒彼得正確認識

耶穌就是彌賽亞，是永生真神的兒子，所以他選擇跟

隨。耶穌的教會建立在信徒對祂的認信，也由此確立

教會從祂而來的權柄。其後耶穌藉責備彼得，堅定彌

寶貴和重要。猶太君王家譜始於大衛 –神立約膏立那

位真正的和永遠的和平之君之源。神的恩典和信實，

讓猶太民族從巴比倫回歸應許之地，等候基督耶穌的

降臨 – 這是神救贖恩典的源頭。

3月9日及16日
沈志雄牧師：「馬太福音裡以色列/猶太人與天國之間

第二講幫助我們認識天國的雙重性質。現在性：

神的權能已臨地上。將來性：神完全作王掌權。信徒

今天處於屬神的與受惡者影響的二重力量的角力之

中，而天國使命也是從耶穌降世昇天後直至祂再來之

前，給予我們在這場角力中實踐和傳承的。馬太福音

的五段天國宣言結構，帶出天國使命的內容與反思： 

一、建立傳遞者的生命素質(屬靈生命力、真理認知、

領袖風格、心理素質與人際關係等)；二、建立對天國

福音的負擔(傳遞者傳福音的熱誠和本土福音事工)；

三、建立對天國福音擴展的信心(傳遞者的信心和耐

力，並得見果效)；四、建立傳遞使命的團結群體(傳遞

者和機構間配搭的健康關係)；五、建立對天國使命的

盼望（投放資源於長遠性的考量、異象傳遞與實踐，而

不是與成果掛鉤）。 

5月11日及22日
蘇冠強博士：「馬太福音的加利利與推羅西頓的考古」

和「馬太福音的希律王考古」

蘇冠強博士帶領我們發掘馬太福音的豐富考古蘊

藏。第一講帶我們更深認識加利利、推羅及西頓，進

賽亞要受苦受死復活的救贖使命。但這有異於猶太人

傳統期盼的彌賽亞以軍事力量解救他們脫離外族統

治。最後，認信彌賽亞的所有門徒，需要跟從主、捨

己、背起十字架。願我們認信跟從，並且等待主耶穌

榮耀彌賽亞國度降臨，同時協助更多猶太人更正錯誤

觀念和真正認識彌賽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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