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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因愛・憑信 
執⾏主任⼿記

最近讀到差會台灣分會的⽂章，對神向猶太⼈的

愛，內⼼有⼀番新的體會。

其中⽂章介紹暢銷書「為主受苦」⼀書的主⻆魏

恩波牧師， 是前蘇聯治下羅⾺尼亞的猶太⼈。
他能夠得著救恩，是因為⼀位愛主的⽼⽊匠，祈

求在⾃⼰離世前，神能夠帶領⼀位猶太⼈到他的

村莊，讓他可以向他分享福⾳。後來神帶領了魏

恩波前來這村莊，⽼⽊匠也真的帶了他信主。

魏恩波後來被主⼤⽤，也為主受苦坐牢。他所著

的⾒證書深深感動着普世教會。⾝為外邦⼈的⽼

⽊匠，因愛、憑信，向神祈求，神也應允了他，

藉着他祝福了神的猶太選⺠。巴不得神也使⽤你

和我，在今天同樣經歷祂奇妙的作為。

疫情兩年半以來，差會同樣領受着「因愛、憑

信」的異象。表⾯看來，過往我們活躍的

Shalom HK 本地猶宣外展、「喜樂之家」以⾊
列背包客⺠宿、還有以⾊列短宣隊都⼤受影響，

也有宣教⼠因癌症要回港治療。但實際上，在漫

⻑的「憑信等待」裏，神竟讓我們經歷着隊⼯的

擴展，預備了我們⾛更遠、更廣的道路。

這兩年，「因愛、憑信」，有新的本地宣教⼠加

⼊我們，在⾃⼰家中建⽴⺠宿「友舍」，準備招

待將來再到訪⾹港的猶太⼈。也在2021年，我
們新嘗試地招募了兩位「儲備宣教⼠」，如今她

們也已經成為「準宣教⼠」，快將前往中東⼯

場，差遣禮也會在未來⼀兩個⽉內舉⾏。

此外，我們去年有新宣教同⼯被差往⼩熊國，

向⼀個未有宣教⼠的重要城市接觸猶太⼈。我

⾃⼰也到了英國，開展「曼猶/雙城」的新前線
⼯作。之前因病回港的宣教同⼯，也在未來⼀

年開展本地的事⼯。

我們在美國紐約還有三位⻑期宣教⼠，他們正

繼續努⼒為主作⼯，在⾝處的城市和在猶太信

徒的教會堅守崗位，其中兩位這暑期回港述

職，推動猶宣異象。另⼀位資深的亞太宣教⼠

在⾹港也得到了更多的推廣異象機會。去年

底，喜樂之家的宣教同⼯也到訪以⾊列數⽉之

久，專程探訪背包客和倖存者。

「因愛、憑信」，我深願神恩待憐憫我們的團

隊，好像祂先前應允和使⽤了⽼⽊匠祝福猶太

⼈魏恩波⼀樣，⽽且我們也確切需要教會與信

徒結伴同⾏。盼望祂今天同樣奇妙地使⽤我

們，和現在閱讀這份通訊的你，「因愛、憑

信」去祝福神的選⺠猶太⼈，和耶穌基督的教

會。

我們若⼀起維持「起初的愛⼼」及「要得神喜

悅的信⼼」，我相信神⼀定不會虧待我們。

林志海

⾹港分會共同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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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uk
差會為著未來的事⼯，為差會同⼯舉辦了內部課程。

是由台灣分會的總幹事詹奉霖傳道，為我們預備了共

10課的「先是猶太⼈」課程，以兩天上下午密集形式
完成網上授課。課程內容豐富且深⼊淺出，有清晰堅

實的聖經基礎，和許多接待實例⾒證。每位參加者全

⽅位地更深刻體會神向祂⼦⺠的⼼，並願意與神同

⼯。不少同⼯出席，包括有預備出⼯場的宣教同⼯⾺

蝶花與Rainbow，在港和在創啟地區⺠宿接待服事的
同⼯溫柔、彩虹、Fanny 及Shuk，和回歸⾹港團隊的
猶宣前輩鍾愛柔也有出席，溫故知新和同被激勵。

今次的課程內容如下：

為什麼教會要關⼼以⾊列？為什麼教會要關⼼以⾊列？

為什麼要為耶路撒冷禱告？為什麼要為耶路撒冷禱告？

認識基督信仰的猶太根源！認識基督信仰的猶太根源！

為什麼猶太⼈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為什麼猶太⼈不相信耶穌是彌賽亞？

恢復初代教會的傳統：向猶太⼈還福⾳的債！恢復初代教會的傳統：向猶太⼈還福⾳的債！

發揮外邦教會的使命：激動猶太⼈發憤！發揮外邦教會的使命：激動猶太⼈發憤！

學習愛⼼接待，祝福神的選⺠！學習愛⼼接待，祝福神的選⺠！

「過猶不及！」清除猶宣使命的障礙！「過猶不及！」清除猶宣使命的障礙！

如何與猶太朋友分享福⾳ I如何與猶太朋友分享福⾳ I
如何與猶太朋友分享福⾳ II如何與猶太朋友分享福⾳ II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10..

補充課程：補充課程：

猶宣⼤哉問！猶宣⼤哉問！

關於猶太⺠族的六⼤提問關於猶太⺠族的六⼤提問

「先是猶太⼈」猶宣訓練

夏季通訊 2022 

感謝主，讓每位出席者因此更好

地裝備⾃⼰，在未來可以更有系

統在教會推動猶宣異象，作更好

的⼯⼈和作成更有效的⼯作。感

恩在猶宣道路上，神引領前⾏，

也有不少同路⼈，在今天反猶主

義猖獗，甚⾄滲透⼊教會和信徒

觀念的時期，能有⼀群同⼼為猶

太⼈得救贖，擺上時間⼼⼒的同

路⼈，在不同地⽅為要祝福神的

選⺠⿑⼼努⼒，實在感恩！

弟兄姊妹，你是否願意與弟兄姊妹，你是否願意與

神同步，愛神所愛並⾝體神同步，愛神所愛並⾝體

⼒⾏，同來服事我們救主⼒⾏，同來服事我們救主

的⼀位最⼩猶太弟兄？的⼀位最⼩猶太弟兄？

唯願感動我們的靈加倍感唯願感動我們的靈加倍感

動你們，⼀起⾛上祝福猶動你們，⼀起⾛上祝福猶

太⼈蒙福的道路！太⼈蒙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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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ny Ng

回望過去三個⽉，年邁⺟親感染新冠以致精神

和體⼒不濟⽽跌倒，弄⾄脊椎、盤⻣、股⻣多

處⻣折，有如⾼空墮下，痛楚萬分，情況令⼈

⼗分 擔憂… ⼊院前後我⼀直住在娘家，⽇夜
照顧她，⼗分疲累、憂⼼。想不到在短短三個

⽉內，她的康復進度⾮常理想、真是令⼈喜出

望外，全是恩典!  感謝神體諒我的需要，六⽉
初我可以功成⾝退，回家作好準備，籌備是次

⼯作坊。起初，除了擔⼼媽媽的病情，也擔⼼

我的事⼯會有所延誤，每⼀步都是憑著信⼼、

禱告交托、竭⼒前⾏…今次的經歷讓我再次看
⾒神的⼯作絕不會延誤! 祂是創始成終的主，
也是獨⾏奇事的神!

今次的「⺠宿接待⼯作坊」內容相當充實 ，除
了有聖經的教導，對猶太背包客的基本認識，

也有分享福⾳的訓練及⺠宿接待的體驗。更有

學習實⽤希伯來語的機會!實在感謝同⼯們的協
助，甚⾄遠在台灣的同⼯也頂⼒⽀持，台灣分

會總幹事詹奉霖傳道也為我們講授其中部分環

節。最感恩和最重要的是有主的同⼯，推⾏的

時間及參與者的預備都剛剛好!

雖然近⽇天氣惡劣， 雷暴警告持續， 我們
第⼀天要改為網上上課，但⼤家都不因此

⽽影響了學習。求主繼續與我們同⼯，使

⽤這⼯作坊幫助學員們能建⽴猶宣的聖經

的基礎，明⽩到我們為什麼要關⼼以⾊

列，並得到充實的裝備，將來能與猶太背

包客分享主的愛和福⾳，好叫他們能認識

耶穌基督正是他們的彌賽亞，是亞伯拉

罕、以撒、雅各的神!

神的⼯作從不誤時！

夏季通訊 因愛・憑信  ⾴3 2022 

但願透過今次⼯作坊可以裝備及團結⼀

班有⼼志的弟兄姊妹，在不久的將來同

⼼接待背包客，成為⼀⽀充滿⽣命⼒的

⽣⼒軍 !   願主親⾃建⽴我們的團隊並成
就祂所喜悅的 !  阿們 !

期待已久的「⺠宿接待⼯作坊」終於在6⽉9⽇正式開始了!  
真是感恩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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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愛柔

差會在6⽉份舉辦了第⼀屆⺠宿接待⼯作坊。培訓對
象是對接待猶太背包客有負擔的肢體，⽬標是幫助

他們作⽣命⾒證時有清晰的聖經基礎，和實⽤的裝

備，包括學習⼀些簡單的希伯來⽂⽇常⽤語。我在

2013年⾄2020年於以國⽣活及事奉，⽤了兩年時間
專⼼學習希伯來語。學新語⾔絕不容易，⾃⼰也⾮

語⾔天才，惟有將勤補拙。當年在⼤學學習，上午

上課⽽下午在圖書館做功課及溫習。除了安息⽇之

外，基本上每天就是如此⽣活。不久後，我發覺⾃

⼰已經愛上了這種語⾔。雖然學習的是現代希伯來

⽂(Modern Hebrew) , 但亦對我認識聖經希伯來⽂
(Biblical Hebrew) ⼤有幫助。在以國⽣活及事奉了
七年，在能夠為主作⾒證外，最⼤的收穫是掌握了

希伯來語。

我愛希伯來⽂

夏季通訊 2022 

感謝同⼯的邀請及安排，讓我能

在⼯作坊教導學員認識⼀些⽇常

⽣活的希伯來⽂⽤語，令他們在

接待猶太背包客的時候能增加親

切感，從⽽建⽴友好的關係。因

著是次服侍⼜重溫這個我深愛的

語⾔，令我⾮常喜樂，也因學員

⽤⼼學習⽽深深感恩。

願神繼續⼤⼤賜福給這群願意裝

備⾃⼰，參與服侍猶太背包客的

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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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愛是永不⽌息的！

分會團隊

共同執⾏主任：林志海、王⼤⺠ ⾏政幹事：蔡道慧、王葦𦶣 董事會：袁仲輝(主席)、陳⾦德(財政)、梁靜儀(⽂書)、王⼤⺠ 
顧問團(按筆劃序)：李⽇堂、何述儉、李盛林、洪雪良、翁競華、許朝英、張雲⽣、鄭佑⽣ 滕張佳⾳、⿓維耐、Darrell Bock、Mitch Glaser

有感動奉獻者，請連同個⼈資料並以⽀票抬頭寫「選⺠事⼯差會有限公司」或存款⾄本會匯豐銀⾏戶⼝ 411-406499-292 ，將單據寄⾄本會通訊
郵箱，以便簽發免稅收據。電⼦⽀票可發送⾄admin@chosenpeople.org.hk。亦歡迎運⽤差會網⾴上其他奉獻⽅式。 
若有任何教會或肢體有興趣往後繼續收取本會的季度通訊(電⼦版或郵寄版)，可電郵或致函本會索取。 
辦公室：九⿓新蒲崗⼤有街14號萬星⼯業⼤廈11樓03室
通訊地址：東九⿓郵政信箱 68560號 或簡便回郵號 Freepost KEA/CTR-02011
網址： www.chosenpeople.org.hk   電郵：admin@chosenpeople.org.hk
電話：(852) 3568 2873   傳真：(852) 3461 9054

感恩在出⼯場前能參與「先是猶太⼈」的密集課程！不但讓我們能溫故知新，也讓我們⼀班

置⾝於不同地域的猶宣同路⼈能在課堂的討論中分享各地的實戰經驗，同時也讓我們同⼯之

間能彼此更瞭解！奉霖傳道在課堂裡向我們介紹了⼀種台灣的「樹葡萄」！你會好奇想知道

他⽤這樹來作甚麼講解嗎？當我們在七⽉份實體聚會⾒⾯時，讓差會的同⼯們再告訴你！先

在這裡賣個關⼦吧！

感恩有份於⾒證神如何興起接棒者⼀⼀起來回應神對猶太⼈的愛！
 

⾺蝶花

因著疫情的緣故，差會的祈禱會和聚會已經有好⻑⼀段時間須於網上進⾏，但卻無礙我們繼

續領受神對我們的感動和呼召！感恩在5⽉的網上祈禱會中能重述神如何感召我回應猶宣使
命，也再次重溫「 我們知道，萬事都互相效⼒，叫愛神的⼈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
⼈。」（羅8:28）每⼀位被神所呼召的猶宣接棒者或許在歷程上都會遇到挫折，⾝⼼靈也會
出現軟弱，但「因愛、憑信」，還是繼續為主奔⾛，到各地向猶太⼈傳福⾳，並不斷地分享

猶宣異象，讓神所選召的接棒⼈繼續因著聽到神對猶太⼈愛的呼聲⽽繼續加⼊這⼤軍，完成

祂給予我們的使命！

願我們將這福⾳傳遍地極，讓⾝在任何地域的猶太⼦⺠都能聽到⽗神對他們的愛！

同⼼同⾏

2022年1⽉⾄5⽉經常性收⽀財政報告

 ：選⺠事⼯差會

 ：cpm_hk_ig 

Payme 訂閱差會資訊

https://qr.payme.hsbc.com.hk/2/Cz6RL8rvfN8m2QJpmnz932
https://chosenpeople.org.hk/%e8%81%af%e7%b5%a1%e6%88%91%e5%80%91/


求主預備我與丈夫(⾺⽣)在出發前有適切的    
 調理，有著強健⾝體適應當地的⽣活和學習。
求主為祂對猶太親族的這份愛預備⼀切供應。

求主帶領7⽉24⽇差遣禮的各項準備。
求主繼續引領我和祂所選召的⽀持教會建⽴更

深刻的連結。

求主讓我未信主的家⼈親友能早⽇接受救恩，

經歷恩典。

感恩有肢體願奉獻⽀持，也感恩教會對猶宣願意更 深認識，
求主開啟網絡連結，前線後⽅同⼼開拓更 闊猶宣之路。 
求主繼續帶領開展前⾯的事奉機會，並安排各⽅都 同感⼀靈，
彼此服事，成就神愛選⺠得恩之福。 
記念屬靈⼥兒早⽇回轉歸主。

求主保守能順利取得簽證

求主看顧媽媽⾝體及加⼊教會

求主感動更多愛猶的代禱者

感謝主，「⼯作坊」順利完成了！求主親⾃招聚 
 更多有⼼志的弟兄姊妹來同⼼接待背包客。
最近我每天也上網操練英語，求主幫助，加添我需

⽤的恩賜和能⼒。

懇求聖靈感動更多信徒積極起來回應神在這末後的

⽇⼦所定的旨意，將福⾳傳回以⾊列，讓以⾊列的

迷⽺能早⽇回家！阿們！

Denise

有⼀位印度學⽣對我們分享的聖經內容有很正⾯的反

應，盼望他能明⽩得救的信息，並早⽇得著救恩。

請記念我和同⼯每次在⼤學的外展佈道，求主為我們

打開更⼤的福⾳之⾨，特別是讓我們能夠接觸到猶太

裔學⽣。

也請記念我的猶太朋友，求主賜給我更多和他們分享

信仰的機會，深願他們有正⾯和積極的回應。

請記念我的烏克蘭室友，願她更深的認識主，倚靠和

跟隨祂的⼼與⽇俱增。⼜求主帶領我每週的查經 / 聖
經課的內容，讓我準備得更好。

燕⼦宣教⼠進⼀步在協助她正在接觸的年

⻑猶太婦⼈(M)的同時，愈來愈多機會和
她談到福⾳內容，但M⼥⼠仍然⾯對猶太
⼈是否不能成為基督徒的掙扎中，求主幫

助她經歷主愛的真實，衝破⼀切障礙與疑

慮。

燕⼦宣教⼠正在報讀紐約宣道會神學院之

⼼理健康輔導碩⼠課程，準備以部份時間

形式修讀。她盼望⽇後以所學服事猶太⼈

和外邦信徒、傳道⼈及宣教⼠。在這彎曲

悖逆的世代和複雜多變的處境，藉著專業

輔導知識、多年事奉經歷和跨⽂化⽣活體

驗，發揮主給予的恩賜，將⼼靈受傷的⼈

完完全全帶到神⾯前。

美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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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遙距帶領和服侍⾹港分會及隊⼯上，求主繼續    
 賜恩典和智慧。 
求主帶領隊⼯⼀起在曼城正在開展的猶宣事 ⼯，   
 也開路給我和⼀位結識了的猶太信徒安排 有查經。 
求主賜智慧和愛⼼，與列城的猶太和英國⼈鄰 居，
建⽴美好關係和信仰交流。 
在合適時間和機會，求主開路在英國華⼈信徒 中分
享異象。 

我們夫婦⼆⼈在暑期回港推動猶宣之旅，共有

約三⼗多場的領會事奉，和四⼗多次的探訪教

牧、信徒領袖、和差傳機構同⼯，分享猶宣異

象，亦了解⾹港教會近況，彼此代禱。

由於兒⼥們已有數年沒有回港，請記念他們在

語⾔及⽂化上的多重適應，隨著年齡漸⻑，⼜

曾多次搬往不同國家居住，他們⼼底裡的問題

是「何處是吾家？」請記念。

記念申請⼊籍美國(綠卡)安排及等候期間， 只能以
義⼯ ⾝份服侍， 求神使申請過程⼀切順利平安。
記念近⽇花粉症⿐敏感，求主保守⾝體健康！ 
為籌備⼀本為極端正統猶太教的祈禱⼩冊⼦代禱，

記念 翻譯中⽂的安排。 
請繼續為約書亞及拉結⼀對猶太⼈朋友代禱, 求神
為他們 預備有渴慕認識彌賽亞的⼼。

感謝主的厚愛！ 祂透過這個癌病讓我學習謙卑、全⼼的順
服和虛⼰的跟從祂；感謝主賜福讓我⾝⼼靈有美好的康復。

我在未來⼀年會主⼒發展本地的猶宣⼯作。神帶領我在6⽉
份認識了四位分別在⾹港和澳⾨⽣活及⼯作的猶太⼈，已經

和他們成為朋友。

感恩家居裝修後⼗分舒適，最感恩是媽媽肯捨棄家中的多年

偶像。求主繼續憐憫她，早⽇歸向永⽣真神。

計劃於9⽉份啟程往北美約⼀個⽉，除參加同⼯Denise的婚
禮，也會探訪教會及主領聚會分享猶宣。感謝主預備⼀位姊

妹同⾏。求主保守⼀切順利。

Shuk 芬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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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l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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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帶領，⾏政同⼯葦𦶣弟兄回應神的呼召，奉獻

作傳道，將於⼋⽉離任，並開始接受神學裝備。感謝

神，新同⼯道慧姊妹，加⼊差會接任⾏政及會計的⼯

作。求主賜姊妹智慧和能⼒，承接差會中的事奉。

⽇期 時間 聚會 地點

7⽉24⽇ (主⽇) 下午3:00 ⾺蝶花差遣禮  

8⽉11⽇ (週四) 晚上7:30 哥頓家庭公開祈禱會 - ⼼繫錫安，穿梭兩地再啟航 西灣河平安福⾳堂

8⽉28⽇ (主⽇) 下午3:00 Rainbow 差遣禮  

9⽉13⽇ (週⼆) 晚上7:30 差會祈禱會 -  ⺠宿整裝待發 新蒲崗潮⼈⽣命堂

9⽉27⽇ (週⼆) 暫定晚上7:30 同⼼守望猶太⼈聯合祈禱會  

7⽉15-17⽇會負責短宣中⼼「⼀厘⽶本地跨⽂化課程」的
猶宣部分，包括異象分享會、逾越節⽰範、猶宣課堂及參

觀猶太墳場。求主祝福保守，讓出席者，包括講者和學

員，也能更深認識神選⺠的需要，受感動⽽且有所回應。

⺟親雙膝要動⼿術治療，但公⽴醫院的排期遙遠，求主保

守加⼒，讓她的病情不惡化能夠堅持到⼿術的時間。

另外，仍在適應新居環境及事奉團隊的協作，求主賜洞察

⼒及⾏動⼒⾯對改變。 感恩主⼀直保守帶領。今年參予三
個⼯作坊：⺠宿事⼯(已完成，求主使⽤，連結同路⼈，彼
此⽀持）；Virtual 以⾊列短宣（秋季舉⾏，成為遠距離⽀
援宣教⼠事奉，接觸更多猶太朋友）；逾越節DIY（預計
年底舉⾏，盼望成為教會幫助，更深認識節期意義，添加

信⼼舉辦逾越節晚宴，未來藉節期開啟猶宣的⾨）

Maria

Fanny Ng

哥頓

燕⼦ ⾺蝶花

鍾愛柔

Mark

＊新同⼯＊Rain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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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事⼯差會同⼯代禱
2022 夏季

差會⾏政同⼯
0

⾹港差會

共同⾏政執⾏主任 - Diamond
正在協助友好機構籌劃2022年下半年往以⾊列的醫療
短宣。求主祝福及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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