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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巴西的猶太人
傳揚耶穌

以色列 - 衝突與和解 

主恩豐臨蘇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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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禮（Sergio Danon）

巴西有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大的

猶太人社區，約有120,000名猶太人。
猶太人在巴西的歷史悠久，而且多元

化。在16世紀猶太人因著葡萄牙的宗
教裁判所而逃難到巴西定居。1824
年，巴西的第一部憲法授予宗教自

由，許多猶太人開始湧到當地，他們

當中不少在亞馬遜河沿岸國家的橡膠

業中工作。之後，猶太人為著逃避東

歐的大屠殺及納粹黨的迫害，來到巴

西。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更多猶太人

移居巴西。

今天，巴西的猶太社區發展蓬

勃，成為社會和文化的重要部分。然

而，巴西的猶太人最需要的是耶穌的

福音。

巴西的新宣教士-鄧禮牧師 
鄧禮牧師在巴西軍隊服役時信

主。那時，一位基督徒經常邀請他去

教會，他卻說：「我是猶太人，我不

要耶穌！」儘管拒絕，他能看出這

位朋友擁有真正的平安，正是自己

需要的平安。他開始閱讀聖經和基督

教書籍，當看到新約聖經中耶穌如何

應驗彌賽亞的預言時，他被福音真理

說服了！他重生得救，很快回應神的

呼召，並開始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

信主一年後，他認識了一位美國宣教

士，他們一起查經和傳福音，在猶太

社區成立教會，特別向猶太群體傳福

音。

鄧禮牧師現於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宣教，當地約有35,000
名猶太人，目前只有他一人在這個龐

大的猶太社區傳福音。

巴西的猶太人得到救恩
路斯（Luiz）：渴慕耶穌

路斯從前是不信耶穌的猶太人，

鄧禮牧師開始探訪他，他非常歡迎

鄧禮牧師的探訪，他們談論耶穌，又

向向巴西巴西的的
猶太人猶太人
傳揚耶穌 傳揚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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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本會駐巴西宣教士）

查看聖經如何講述耶穌。幾個月後，

路斯歸信耶穌並受洗，鄧禮牧師非常

感恩。路斯甚至去見他以前的拉比，

告訴拉比，他已是猶太基督徒了。

鄧禮牧師繼續與路斯作門徒訓練，直

至他搬家，他們失去了聯繫。之後，

他們在網上重新聯繫，鄧禮牧師看到

路斯在信仰和門徒訓練中不斷成長。

現在，路斯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建立教

會，類似鄧禮牧師的教會，向當地的

猶太社區傳福音。

羅托（Roberto）：前是追求靈界，現

是得到救恩

在里約熱內盧的一次外展活動

中，鄧禮牧師遇到了一位猶太基督

徒，她請鄧禮牧師去探望追求靈界主

義（Spiritualism）的猶太丈夫羅托。
表面看來，羅托對鄧禮牧師的福音信

息並不感興趣，他們繼續見面，直到

羅托失去聯絡。不久，非常突然地，

鄧禮牧師接到羅托的電話。原來他們

因為經濟困難，搬去與妻子的家人同

住，在那裡他歸信了耶穌；他感謝

鄧禮牧師的教導和耐心，他的探訪感

動了他。之後，羅托受了洗，和家人

回到里約，鄧禮牧師繼續為他作門徒

訓練，幫助他投入當地的教會。

以撒（Isaac）：尋索耶穌的答案

鄧禮牧師與一位名叫以撒的猶

太人保持見面，以撒是「耶和華見證

人」的信徒，但他開始懷疑自己的信

仰。以撒一直問彌賽亞的身份和聖經

中關於彌賽亞的預言，又積極尋求答

案。他告訴鄧禮牧師，他一直收看牧師

在網上的福音信息，並感謝牧師回答他

的問題。雖然事情看來正面，但是以撒

需要我們的代禱，藉著鄧禮牧師的引

導，他能遠離異端，早日歸信耶穌。

馬奧（Mario）：在逾越節得新生命

鄧禮牧師最近被邀請向一群牧師分

享他在猶宣的服侍。分享結束後，當中

一些牧者邀請他向他們的會眾分享。其

中一個分享聚會是翌日早上！那位牧師

解釋，有一位猶太男士名叫馬奧，一直

與他聯繫，並說他在翌日會參觀教會，

所以特別邀請鄧禮牧師到他的教會。 

鄧禮牧師非常樂意幫忙，也同意用「逾

越節的福音」題目作分享。

馬 奧 來 到 教 會 ， 並 專 心 聆 聽

鄧禮牧師的分享。聚會結束後，他走前

來見教會的牧師，他被所聽到的訊息感

動，想跟隨耶穌！教會的牧師邀請鄧禮

牧師為馬奧祈禱，因為他相信耶穌，並

以悔改和信心歸信主。鄧禮牧師發現

馬奧的父親是猶太人，縱然母親是天主

教徒，但從小成長於猶太教的傳統。

馬奧在「逾越節的福音」訊息中興奮地

看到逾越節中耶穌處處可尋，原來逾越

節的故事與耶穌有這麼多關聯。

鄧禮牧師十分鼓舞又激勵，安排

再次與馬奧見面，他們開始進行門徒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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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然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沒有先與神

和好，我們怎能期望他們可以和解呢？只

有當我們重生，被神的愛喚醒，我們才會

改變，才能克服恐懼和仇恨，愛我們的鄰

居。在耶穌裡，我們不再把身份放在一片

土地上，不再為自己的權利而戰。我們將

自己、我們的身份和憂慮交給主，因為祂

是我們的捍衛者和保護者。

我們必須先進行縱向和解，才能進

行橫向和解。當我們與神和好，我們才能

與兄弟姊妹和好。 

你站在那一方？猶太人？阿拉伯

人？還是神的一方？

保羅在羅馬書 10章 14節說：「然
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聽見

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道的，怎能聽見

呢？」首要的是我們必須向人傳講使人與

神和好的福音。

在約書亞記第5章，我們讀到以色列
人準備進入應許地並迎戰耶利哥的故事。

在戰鬥之前，約書亞遇到了耶和華軍隊的

元帥。當約書亞看到他時，問說：「你是

幫助我們呢，是幫助我們敵人呢？」主喊

道：「不！我兩者都不幫助！」

神不站在人的一邊，祂不站在支派

的一邊，也不站在民族的一邊。神站在

祂自己的一邊，即公義和信靠祂的人的

一邊。對於世上的萬族，神渴望他們都

有「認識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要充滿遍地」 

的未來和盼望。

（作者是本會總幹事）

施定邦（Joseph Steinberg）

以色列 - 衝突與和解

猶太人在以色列生活了多個世紀，

體會到被強行驅逐離開家園的痛苦，又經

歷了2000年被異國迫害和驅逐。今日，
以色列境外的猶太人被反猶主義者襲擊

仍不斷增加，僅僅是今年已經上升了近

500%。還有，以色列被那些發誓與她為
敵並計劃徹底毀滅她的人包圍。隨著對

以色列境內和境外猶太人的襲擊不斷增

加，猶太人的心中充滿了恐懼；而當害怕

時，我們只有兩種反應：逃跑或戰鬥。

以 色 列 境 外 的 猶 太 人 害 怕 捍 衛

以色列的生存權，他們擔心支持以色列就

會受到攻擊，所以大多數人都保持緘默，

甚至因為以色列給他們帶來壓力而心懷

怨恨。在以色列本土，大多數世俗化的

猶太人和猶太教徒都不會選擇逃離，而是

戰鬥，為保自己活在國土的權利，他們選

擇戰鬥至死。這樣他們可以自治，並為他

們的孩子和後代創造安全的環境。

對於那些提議住在以色列的650萬
猶太人離開自己祖先土地的人，我們要問

他們：以色列的猶太人應該去哪裡呢？回

到第一個驅逐猶太人的英國？去西班牙接

受另一次宗教裁判？回到俄羅斯經歷更多

反猶騷亂？還是被送回德國面對另一場

大屠殺？事實是沒有人想要我們猶太人，

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安全。

耶穌是唯一的盼望
以賽亞書65章2節說：「我整天伸手

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們隨自己的意念行

不善之道。」神向猶太人伸手，我們頑

梗、乖謬和偏行己路，但我們仍有希望。

神的愛驅走一切恐懼，我們知道神藉著

耶穌基督將祂的愛傾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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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蘇格蘭的防疫限制開始放寬，

我便去探訪曾經邀請我教她畫畫的

猶太朋友美娜（Miriam）。

美術堂結束後，美娜準備了午

餐，她的猶太丈夫約許（Josh）也與
我們一同用膳。我曾向約許傳福音，

得知他最近參加了教會崇拜，更參加

了慕道課程，我很高興。他還分享，

他的一位朋友最近歸信了耶穌。

這是非常好的機會，讓我再次向

美娜和約許傳福音。我用這對夫婦愛

他們的兒女為例子作解釋，正如他們

（作者是本會駐英國格拉斯哥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July 2021）

主 恩 豐 臨 蘇 格 蘭
藍逸明

想自己的兒女得到最好，神也想祂的

兒女得到最好。我提到聖經裏浪子的

比喻，向美娜和約許解釋說，他們會愛

兒女，不管兒女會否以愛回報父母。我

繼續解釋說，儘管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

叛逆神，罪因而進入了世界。但神愛世

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罪人，成為

罪的贖價。我解釋耶穌如何成為我們唯

一的希望。他們聽着，顯然被我告訴他

們有關彌賽亞的事情所感動。

我繼續向美娜和約許傳福音，相信

主會在他們心中動工。請代禱，願他們

認識耶穌，早日得著拯救。

藍逸明宣教士透過藝術，接觸格拉斯哥及其他地區的猶太人
藍逸明宣教士透過藝術，接觸格拉斯哥及其他地區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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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亞里（Aviel Sela）宣教士在福音巴士史亞里（Aviel Sela）宣教士在福音巴士

向猶太人傳福音向猶太人傳福音

向大屠殺倖存者傳福音向大屠殺倖存者傳福音
福音巴士

雖然以色列實施封城令和政局動
盪不穩，但是我仍能恢復為大屠殺倖存
者安排福音巴士旅遊團。最近的一次旅
行，我們參觀了幾個景點，包括耶利哥
城（Qasr al-Yahud，施洗約翰為耶穌施
洗的地方）和好撒馬利亞人故事中的旅
館所在地。旅途中，我與他們分享福音
訊息，並講述彌賽亞耶穌的故事。

我在之前的旅程中認識了娥美
（ N a o m i），她出生於摩爾多瓦
（Moldova），於1979年移居到以色列，
4歲時母親不幸去世，由父親撫養長
大。大學畢業後，成為音樂老師，結婚
並育有兩個孩子。她拿來一本很大的書
給我看，裡面有幾十張以色列古代教堂
的照片，其中許多她都到訪過。

我留意到她對教堂建築的濃厚興
趣，便問她：「妳對這些教堂裡的人
所信的那位耶穌有什麼看法？」她告訴
我，她從來沒有真正想過這事情。於是
我繼續向她傳福音，並給了她一本包括
講及拉比歸信主耶穌的見證集，她感到
非常驚訝。鼓舞的是，她願意閱讀那本
書，並會再次找我傾談耶穌。旅程結束
時，她還訂購了另外一本關於聖經節日
的書。

之後，我打電話與她安排會面，發
現到她住在極端正統派的猶太人地區！
當我到達時，她非常謹慎，只讓我留在
屋外。我們在離房子稍遠的地方作短暫
交談，然後我把她訂購的書交給了她。

史亞里（Aviel Sela）

娥美再次參加福音巴士團，並訂購
了另一本關於神的書，使我高興。於是，
我安排再次探訪她。這次她以朋友的身分
歡迎我，招待我進入她的房子，我們進一
步認識。請為我繼續向娥美傳福音祈禱，
並為參加巴士的人聽到福音祈禱。

向雅霞傳福音
我曾幫助一位長者安裝視頻軟件，

她介紹我認識雅霞（Haya），我也因幫
助她安裝軟件而進一步認識她。探訪時，
我們談到她的生活，知道幾年前她深愛的
丈夫去世了，她告訴我前幾天剛去過丈夫
的墓地，說著便哭了起來。我和她談及永
生和神，解釋只有在耶穌裡才能找到盼
望。 

雅霞從前是圖書館管理員，她給我
看她的聖經和各種其他書籍。她說丈夫一
生都在尋找真理，並且曾承認相信耶穌，
他又跟拉比提出自己的想法，結果卻成了
一埸災難。之後，他放棄相信耶穌且成了
嚴守猶太教律法的人，但這沒有給他帶來
內心的平安。雅霞告訴我，直到生命的最
後一天，他都在尋找生命的答案。

我向她解釋耶穌如何實現了有關
彌賽亞的聖經預言，雅霞思想非常有條理
又有好奇心，當我打開聖經，許多關於
神、永恆和耶穌的問題隨之而來。我離開
前，我們安排再次見面，可以談及更多有
關耶穌的題目。從那時起，我們幾乎每周
都相約會面傾談。請與我一起禱告，願
雅霞能得着救恩。

（作者是本會駐以色列耶路撒冷宣教士；本文刊於 Herald, May and July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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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薘（Janet）不是正統猶太教
徒，但十分重視自己猶太人的身份。

她很敏感、脆弱，並非常容易變得焦

慮。她一直擔憂倫敦的疫情和反猶主

義的情況。由於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最近再次發生衝突，反猶主義達到

1980年以來的高峰點。這些事情使她
憂慮，令她的情緒低落。

由於無法探望身處德國的年老母

親，珍薘的生活一直很艱難。她擔心

自己能否在精神上面對未來的不穩定

和挑戰，但她感謝我一直的探訪。我

告訴她我會繼續支持她和為她禱告。

在最近一次的探訪中，她問及中

國內地基督徒的情況。她讀到教會被

逼迫和監禁，但是基督徒數目仍在增

長。我解釋說，他們如此堅定的跟隨

耶穌，是因為耶穌是配得一切，甚至

他們的生命。

（作者是本會駐英國倫敦宣教士；本文節錄自Herald, July 2021）

我與她分享我初成為基督徒後如

何將聖經帶到中國的故事，因為我渴

望把自己信主的見證告訴在國內的親

戚。那時，我可以帶一本聖經，自己

用；但我非常害怕，因為我計劃將聖

經留給親戚。我把聖經藏在背包裡幾

雙骯髒的襪裡，不斷的祈禱，希望海

關在安檢時不會發現。終於，我順利

地把我的聖經留給了一位親戚！她在

夜深時閱讀，聽着福音電台。最後，

她信了主，加入了有兩千名信徒的教

會！

對於內地信徒在逼迫下仍然堅

守所信靠的，繼續成長，珍薘非常讚

嘆！不少的宣教士在異地服侍神，甚

至犧牲自己生命的見證深深感動她。

我告訴她，說：「因為耶穌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她同意，並輕輕點

頭。

請祈禱神繼續軟化珍薘的心，

讓她認識耶穌是她的救主。

耶穌是耶穌是
道路、真理和生命道路、真理和生命

陳紫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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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奧倫宣教士與安理（右）韋奧倫宣教士與安理（右）韋奧倫宣教士與安理（右）

耶穌是彌賽亞！
我們在猶太社區中心佈道，派發

福音單張，每星期送出約60本新約聖
經，實在面對不少挑戰。有一次，一位

正統猶太教領袖上前來，問道：「對你

來說，耶穌是誰？」我本能地以問題回

答：「你是說彌賽亞耶穌？」接着，他

指向附近猶太商舖的櫥窗，上面貼著

「彌賽亞耶穌」的貼紙。「是你貼上去

的嗎？」他問。「我不會做這些事！」

我說，因為這是違法的。他接著請我幫

他把貼紙除去。

我注意到他的長指甲，便說，

你似乎不需要我的幫忙，已經做得很

好了。他的神情樂起來，說：「但你

是個宣教士！」我笑著回答，理論

上他也是呢！他說，世上只有一位

彌賽亞，名叫梅納赫（M e n a c h e m 
Mendel Schneerson），明顯是想看我
如何回應他這個說法。梅納赫是有名的

美籍俄羅斯拉比，於1994年去世，被視
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猶太領袖之一。

我問他：「你的過犯，就是你希

望神在贖罪日抹去的那些過犯，你認為

梅納赫拉比能把它們抹去嗎？他能夠

嗎？」他爭論說，饒恕過犯從來不是

彌賽亞的職責。我回應說：「或許在拉

比注釋或其他傳統猶太文本裡是這樣，

但《塔納赫》（Tanakh，希伯來文聖
經）卻是這樣描述彌賽亞。」他

挑戰我的回答。我迅速地

建議下次見面時，我很樂

意與他一同查看經文，

他臉帶笑容，離開了。

巴黎的猶太社區巴黎的猶太社區 韋奧倫（Aurel Vidal）

（作者是本會駐法國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July 2021）

當天再有幾位正統猶太教人士走近，

問櫥窗上的貼紙是否我貼的。我解釋我不會

做這些事，他們相信我。當我祝他們安息日

平安時，他們友善地回應。求神對這位正統

猶太教領袖，以及其他曾聽我分享的人說

話，觸動他們的心，讓他們相信耶穌是真正

的彌賽亞。

安理得新生命！
今年初，我開始逢星期五在巴黎 3

個猶太社區傳福音，安理（Anthony）是
我第一個認識的猶太人。他是來自馬賽

（Marseille）的年輕猶太音樂家，能演奏多
種樂器。幾星期前，他邀請我到猶太咖啡店

看他表演。 

最近，他打電話給我，說他已經回到

巴黎3天，想和我見面交談，我高興得駕車

飛奔前往與他會面。我們一起吃早餐，然後

往公園繼續談論神學話題。安理提出了「神

蹟」這話題，我便解釋最偉大的神蹟是憑著

信心可以在耶穌𥚃有新生命。這驅使到我們

談論「罪」，我繼而解釋耶穌為何來到世

上，和祂為何需要被釘在十字架上。

我們翻開聖經，一同看約翰福音第3
章。我向安理講述耶穌向尼哥底母解釋什麼

是「重生」，安理清楚明白我所說的。就在

公園裡，我欣喜的和安理一起祈禱，求主赦

免他的罪和賜他從耶穌而來的新生命。我送

他回酒店後，安理再次邀請我和他一起彈吉

他、唱歌和祈禱。

感恩安理接受耶穌作

他的救主，請禱告，安理

能藉著門徒訓練在主耶穌

的恩典和真理𥚃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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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當我參加了土耳其保

羅行踪學習團，神讓我看見昔日耶穌

和使徒傳福音的以色列和地中海一

帶。這些在新約時代已經播下的福音

種子，今天已經在外邦人中結出纍纍

果子了。可惜，昔日福音臨到在新

約聖經世界的地土，今天卻是十分荒

涼。之後，朋友向我介紹了國際猶福

差會的年會，雖然我的朋友最終沒有

參加，但我抱著「稍作認識」的心態

報名參加。隨後，我也參加了國際猶

福差會舉辦的其他活動，包括參觀猶

太會堂、祈禱會和英國短宣。回想起

來，作為對猶宣沒有什麼認識的人來

說，這真是奇妙旅程。

今年，香港分會以「猶福時機再

臨」為年會主題，表達香港分會不停

留於只關心宣教士的需要，更同時聚

焦在猶太人的福音事工。年會以破冰

遊戲開始，希望弟兄姊妹彼此認識。

接着，陳紫蘭宣教士透過使徒保羅對

提摩太的囑咐和鼓勵，寄語我們要繼

陳雋傑

（作者是年會參加者）

續把握傳福音給猶太人的機會：1) 務
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都常作準

備；2) 把尚未完成的福音工作完成。
分享訊息之後，由於相信只有神的話

語才能激勵本地教會對猶太人的福音

需要，差會將成立猶福團契，目標是

凝聚有同樣心志服侍猶太人的弟兄姊

妹，透過神的話語重新認識神在救贖

歷史中對猶太人的心意，並為服侍猶

太人的宣教士作後方支援，協助差會

繼續向猶太人傳揚耶穌。

香港分會除了繼續關心宣教士

外，今年也計劃差派宣教士到猶太群

體當中傳福音，譚碧清傳道將會準備

出發到英國承接這個使命。

當見到弟兄姊妹積極回應，我非

常興奮，也為着他們提出的建議感謝

神。我很感恩我可以與大家透過猶福

團契服侍猶太人，開展向猶太人傳揚

耶穌的奇妙旅程。

2021 香港分會年會
「猶福時機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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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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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英歐猶福體驗團 
日期 2022年7月（12日）
資格 對跨文化宣教有負擔，須懂英語

內容 參觀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博物館，
認識猶太歷史文化、猶宣技巧，向
倫敦的猶太人傳福音

查詢 香港猶福中心

 (852) 63909787
 info@imjp.org.hk

「香港分會」消息
2021猶福大會：「疫有猶情」
日期 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
時間 晚上8:00-9:15

詳情見背頁

祈禱會
日期 2021年10月12日、12月14日

（雙月第二週星期二）

時間 晚上7:30–9:00
地點 香港猶福中心

（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
　長利商業大廈1101室）

「香港猶福中心」開放 
設有中、英文圖書、展板（介紹猶太人文
化特色及差會事工），歡迎預約來訪。

「台灣小組」消息
祈禱會
日期 2021年10月17日、11月21日、

12月19日（每月第三週主日）
時間 下午3:30
地點 台北信友堂

（台北市辛亥路一段8號
B1何烈館HL03教室）

聯絡電郵  cwitp2015@gmail.com

宣教士動向
（2021年10月宣教士香港行程因新冠
肺炎疫情取消）

陳紫蘭宣教士香港行程
2022年6月22日至7月4日
2022年11月21-27日

施定邦牧師（Rev. Joseph Steinberg） 
香港行程

2022年11月21-27日

歡迎預約講道及分享猶宣事工，請聯絡
香港猶福中心：

何庭春幹事

 (852) 6390 9787
 info@imjp.org.hk 

香港分會事工主任
魯偉諾先生於本年6月開始全職擔任香港分會事工主任，推動猶太人宣教。偉諾於香港

出生，2019年畢業於美國威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USA），
2020年回香港。歡迎教會及團契聯絡偉諾，邀約分享猶太人福音事工。

收入主要來自教會及弟兄姊妹的奉獻，除支付香港猶福中心支出、同工薪津、
出版《猶福》、聚會推廣等費用外，大部份匯到英國總部作宣教用途。

收支圖示如下：

收入 HK$1,100,657 支出 HK$641,372

國際猶福差會 (香港分會 ) 2 0 2 0– 2 0 2 1年財務報告

奉獻
100%

宣教
68%

薪津
19%

香港猶福中心
8%

出版
3%

雜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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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 ： 牧師/先生/女士/小姐（中文）

（Rev./Mr./Miss/Ms） （English）

地址 Address ：  

   

電郵 Email ： 

電話 Telephone：  

所屬教會 Church：  

以下個人資料將會保密，只供本會記錄及郵寄之用

本人期望：（請以　 表示）

 收到以下刊物

 中文猶福  電郵版  印刷版

 英文猶福  電郵版

 宣教士代禱信  電郵版  印刷版
    　　　　　　　　（請註明宣教士姓名）

 成為義工　　　  成為宣教士

 奉獻＄  支持個別事工或宣教士，請註明：  

 奉獻＄  支持「香港猶福中心」常費

． 港幣奉獻：

i） 直接存入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帳戶：474-1-018040

i i） 劃線支票，抬頭為「國際猶福差會有限公司」或「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Jewish People (HK) Limited」

 請將存款單／支票郵寄往香港猶福中心

 ． 信用卡奉獻，請瀏覽www.imjp.org.hk「奉獻」

您 的 回 應



疫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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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 猶
情情10月28日 (星期四)  

晚上 8.00-9:15

網上報名  

bit.ly/imjphongkongrally

猶福大會猶福大會 2021

查詢   國際猶福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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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辦                                香港宣道差會                                

施定邦牧師 
Joseph Steinberg 
總幹事

陳紫蘭宣教士 

英國倫敦-華人部幹事

譚碧清宣教士

英國倫敦

鄧禮牧師 

Sergio Danon

巴西

史亞里宣教士  
Aviel Sela
以色列

網上猶福大會
歡迎參加．粵語傳譯
Zoom會議ID及密碼
於報名後通知

總幹事：施定邦（Joseph Steinberg）

華人部幹事：陳紫蘭

編輯組員：陳紫蘭、潘美琪、廖寶燕、王潔芳、魯偉諾、何庭春

顧問：（香港）許道良、雷康侯、盧炳照、許朝英

　　　（台灣）鄭家常、何玉峰、陳民本、林應安、沈正

　　　（新加坡）楊至恆；（馬來西亞）王美鍾；（英國）楊詠嫦；

　　　（美國）李力彌、莊百億

英國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JEWISH PEOPLE
1 Oasis Park, Stanton Harcourt Road,
Eynsham, Witney, OX29 4TP, UK
Email : info@imjp.org
Website : www.imjp.org

香港
國際猶福差會有限公司

香港尖沙咀郵政信箱91059號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
長利商業大廈1101室
電郵：info@imjp.org.hk
電話：(852) 6390 9787

台灣
國際猶福差會台北小組

10662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76巷19弄7號
電郵：cwitp2015@gmail.com
電話：(866) 0911266530IMJPHK國際猶福差會 www.imj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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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本會駐巴西鄧禮牧師（Sergio Danon）逾越節福音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