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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代禱信剪輯
禱告日引
差會動向 

將你所有的
重擔交給
耶穌

疫情中的
猶宣

由認識彌賽亞
到生命的永恆

駐烏克蘭
新宣教士

在疫情中
分享福音

卡蜜成為
上帝的女兒 

向蒙特
傳揚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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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疫情開始時，我 8 5歲的
父親因許多人死於新冠肺炎而震驚。他通
常不為任何事情所困擾，沒有認真思想過
死亡。但是現在，他要我每天用視頻打電
話給他。死亡在門口敲門，父親像許多
猶太人一樣，他們需要生命的答案。

約翰福音第 1 1章拉撒路的故事，
馬大和馬利亞十分擔憂，她們的兄弟病了，
快要死了，她們要求耶穌來醫治拉撒路。
耶穌有意延遲前去，說：「這病不至於
死，乃是為神的榮耀、叫神的兒子因此得
榮耀。」（4節）

馬利亞和馬大想要答案
拉撒路被埋葬4天後，耶穌來到馬利亞

和馬大的家，許多哭泣的人與祂會面。耶穌
被感動，聖經說：「耶穌哭了。」（35節）

一些基督徒說這次新冠肺炎疫症是
神的憤怒，祂以這種病毒審判這迷失和邪
惡的世界。我對這些講法感到失望。老實
說，在耶穌時代，世界就像現在一樣的
邪惡和迷失，我們有沒有見到耶穌宣布
拉撒路應該死去呢？他的兩個姐妹應該失
去兄弟？沒有！ 相反，耶穌哭了，祂向我
們表明了天父的憐憫。

因為我們的失喪，耶穌哭了。在我
們的罪中，耶穌哭了。對於這個破碎的世
界，耶穌哭了。對於迷失的猶太人，耶穌
哭了。耶穌站在拉撒路的墓前，祂哭了。
他們認為祂能做的就是祈禱和醫治病人，
但是，祂來到世人中是給人永生。

在黑暗的時刻，傳揚耶穌的盼望
馬大對耶穌說：「主啊，你若早在

這裏，我兄弟必不死。就是現在，我也
知道，你無論向神求什麼、神也必賜給
你。」（21-22節）

「耶穌對她說：你的兄弟必然復活。
馬大說：我知道在末日復活的時候，他必

復活。」（24節）

「耶穌對她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凡活
着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你信這話麼？」
（25-26節）

「馬大回答：主啊，是的，我信你是
彌賽亞，是神的兒子，就是那要臨到世界
的。」（27節）在發生拉撒路復活的神蹟之
前，馬大相信耶穌是彌賽亞。

耶穌叫拉撒路復活後，有兩件事：
1） 第45節：那些來看馬利亞的猶太人，見

了耶穌所作的事，就多有信祂的。

2） 第46節：但是，其中也有去見法利賽人
的，將耶穌所作的事告訴他們。

我們向猶太人傳福音，有兩種反應：
1）有些人相信！2）有些人在不相信之中
告訴社區鄰里。兩者反應都令人鼓舞！為什
麼？因為有些猶太人聽到並相信主，也有
一些猶太人聽到並「告訴他們」，這也是福
氣，因為在這些聽到福音的人中，神會呼召
一些人信主，所以雙重福份！我們不要為福
音感到羞恥，必須告訴猶太人耶穌的信息。

猶宣使命的果子—許多人信主！

當各國的封城令開始時，本會的宣教
士和同工在網上相聚，彼此鼓勵。猶太人都
感到害怕，就像我父親一樣，尋求答案，希
望得到平安。儘管我們無法像過去那樣出到
街上，但宣教士通過網絡Zoom、Skype和電
話，與猶太人見面，他們聽見福音，有的祈
禱接受主！在封城令期間，我們看到16個猶
太人歸信耶穌！

這段時間的壓力使我們緊貼著慈愛的
神，繼續向流淚的主禱告，耶穌來拯救失落
的猶太人。但願神在這時代得榮耀，拯救更
多靈魂。

（作者是本會總幹事；本文譯自2020網上猶宣大會的主題摘要）

疫情中的疫情中的
猶宣 施定邦（Joseph Stei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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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本會駐匈牙利的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July 2020）

匈牙利的封城條例雖然差不

多已解除，但我們仍保持社交距

離，出入商店、搭乘交通工具，

在街上亦會配戴口罩，所以外出

自由走動也多了。

藉著這放寬了的自由，我在

一個星期五的下午前往布達佩斯

一個廣場作街頭佈道，我問行人

在封城期間的感受和用甚麼方法

渡過。我先聆聽他們的故事，再

告訴他們有一位在任何情況下能

夠幫助我們的人。

那時，我看到一位年輕女士

坐在板凳上，便趨前自我介紹並

問她感受，她欣然回答。她名叫

蘇絲（Suzie），是位年輕母親，

面對許多困難，因為疫情緣故，

她在三月失去工作，孩子也被取

走。

我細聽她的悲慘故事，深深

被她打動，知道她的生命瀕臨崩

潰。我看到一位年輕女子背負著

難以想像的重擔，感受到她

對孩子沉重的責任感，卻苦

無出路，一個人孤單地墮進絕望

的深淵。

我連忙打開聖經，翻到馬太

褔音11章28節，把耶穌的話語告

訴她：「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

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

息。」我向她解釋耶穌的擔子是

輕省的，祂很溫柔，會常常聆聽

我們的需要。

我鼓勵蘇絲依靠耶穌，將她

的重擔交給衪。雖然她現時面對

極艱難的處境，可是她不用孤身

一人面對，我又鼓勵她回應耶穌

的邀請，向祂申訴自己的問題，

因為耶穌會幫助她。

在 我 們 分 道 揚 鑣 之 前 ，

蘇絲留下聯絡資料，讓我日後可

和她保持聯繫，繼續分享耶穌的

訊息。

請為蘇絲祈禱，願我再有機

會向她分享在耶穌裡的盼望，讓

她認識神的安慰。
郭寶姬

（Bogi Kozma）

將
你
所
有
的
重
擔
交
給
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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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蜜（Cami la）是受過高等教育
的猶太女士， 3 0年前從以色列移居
蘇格蘭。過去15年，我一直向她述說
耶穌的救恩。

我們是由一位猶太基督徒介紹而認

識對方的，由於我們都是修讀藝術，對

藝術的熱愛幫助我們彼此建立密切的友

誼。卡蜜經歷了一些困難的日子，我也

一直陪伴和支持她。

卡蜜是單身母親，在這15年裡，
她為生活疲於奔命，獨自撫養女兒。然

而，在她面對人生不同困難和考驗時，

我常常支持她，並給她各方面的援助。

但每當我嘗試與她分享福音訊息，

卡蜜總是非常抗拒。她甚至告訴家人要

防備我，因為她認為我在試圖「改變」

他們的信仰。有一次，我嘗試播放一段

關於十誡的基督教錄音訊息給她聽，她

為了逃避我，竟躲在廚房裡！

3年前，卡蜜的心開始軟化。在多

次拒絕後，她終於願意和我一起研讀聖

經。我感到非常高興，從那時起，我們

一起查經，直到現在。

最近，當我們讀到馬太福音第16
章，卡蜜感到被挑戰。經文說，耶穌告

訴祂的門徒，他們若要跟從祂，就必須

（作者是本會駐英國格拉斯哥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July 2020）

藍逸明

「捨己，背起祂的十字架」。對於卡蜜

來說，這是關鍵時刻。我們繼續討論第
16章的訊息，思考耶穌所說的話到底是

甚麼意思，以及對跟隨祂的人的挑戰。

卡蜜明白這些經文的含義後，便說

她已準備好相信耶穌及願意跟隨主。能

夠見證卡蜜為自己的罪悔改，相信及接

受耶穌，並一起禱告，那一刻，我真的

滿心歡喜。

之後，我對卡蜜說：「你現在是天

父的孩子。」她回答說：「是的，我是
Bat Elohim！」（希伯來語，意思是「上

帝的女兒」。）

卡蜜表示從決志信耶穌開始，心裡

感到有從未有過的平安及能面對生活挑

戰的盼望⋯⋯甚至她的家人也注意到她

和以前很不同。

藍逸明宣教士與卡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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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的安特衛普（Antwerp）約有

18,000名猶太人。有一天，我在那兒派發

福音單張，名叫蒙特（Moshe）的年輕哈

西德（Hasidic，極端正統派猶太教）教徒

經過，他剛從學校接兒子放學。

蒙特走近時，我用英語問他：「我可

以給你這張單張嗎？」我把福音單張遞給

他，單張的正面用大字寫著「彌賽亞」。

他婉拒了，對我說：「我們已有摩西的律

法。」

在傳福音的時候，尊重是很重要的，

有時候我們需要接受「不」的回覆。另一

方面，「不」並不總是「不」，所以我們

在傳福音的時候要有信心，要堅持不懈。

當蒙特離去的時候，我用希伯來語

揚聲說：「對神來說，你對律法的遵守是

否足夠呢？」出乎我意料之外，蒙特竟然

轉身走回來！我與極端正統派猶太教徒有

過許多對話，以為將要與蒙特有熾熱的辯

論，但他原來很溫和，談話友善。

他問我福音單張的內容是什麼，我馬

上告訴他，福音單張解釋了耶穌就是彌賽

（作者是本會駐荷蘭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July 2020）

向蒙特傳揚彌賽亞
皮阿薩（Asaf Pelled）

亞和我們永恆的希望。蒙特回答：「但這

是違反摩西的律法！」當我請他解釋時，

他說，神只有一位，多神敬拜是聖經所禁

止的。我同意他的說法，並引用申命記第

6章的「示瑪」（希伯來語，意思是「聽

啊！」）：「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

─我們神是獨一的主。」

「沒錯！神是獨一的⋯⋯那人卻被當

作神來敬拜！」蒙特肯定的回應。我接着

給蒙特舉數個聖經例子，說明「一」並不

總是「一」。例如，在創造中，晚上和早

上組成一天，亞當和夏娃成為一體，十二

支派組成一國。出乎意料，蒙特沒有異議

地接受我的解釋。更奇妙的是，蒙特並沒

有因為他的兒子在旁聽着而感到不安；當

極端正統派猶太教社區的其他成員放慢腳

步聽我們說話時，他似乎也不為所動。

蒙特繼續斷言，沒有證據支持我關於

耶穌的說法。這為我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讓我告訴他所有彌賽亞的預言，而耶穌都

已應驗了這些預言，它們是耶穌就是祂所

宣稱的那位的重要證據，我向蒙特指出，

另一個非常重要的證據是歷代以來被福音

的力量改變的無數生命。談話接近尾聲，

我感謝蒙特花時間與我對話，並以我們談

話開始時的問題再次挑戰他：「對神來

說，你對律法的遵守是否足夠？」

蒙特沒有給我留下聯繫方式，但我

計畫定期回到安特衛普，繼續在那裡傳福

音。我的禱告是，盼望我們很快會再次相

遇，我和蒙特可以繼續對話。

皮阿薩 (Asaf Pelled)宣
教士在安特衛普

(Antwerp) 和蒙特談論
耶穌



6月中旬封城限制令解除，我隨

即去探訪珍達（Janet）。當我到達

她家時，見到她正在門外開心熱切地

期待著我。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我們

沒有擁抱並且只留在屋外。儘管如

此，能夠面對面相處遠比視像會面好

得多，難怪人人都唱著、說著「我們

會再相聚的！」經過多月來的隔離，

能再次相聚，實在是興奮！

我們保持社交距離，坐在後院，

互道近況及閒談了一段時間。珍達說

她很擔心在德國的母親，她是96歲的

大屠殺倖存者。由於未能前往探望，

珍達需要安排全職護理員去照顧她。

上述種種擔憂都困擾着珍達，近

期更每況愈下。她過去曾經患有抑鬱

症，現在又為自己的精神健康感到焦

慮。我聆聽珍達的困難，並給她支持

和為她禱告。

（作者是本會駐英國倫敦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July 2020）

我跟她分享在教會中一個受大

家愛戴的肢體的故事，他是醫務護理

員，可惜不幸死於新冠肺炎。新聞也

報導了他的喪禮和感恩崇拜，而他的

見證觸動了很多人的心。珍達被這位

護理員捨己救人的生命故事感動。

我們繼續談論信仰、生命與死

亡。我問她是否害怕死亡，她馬上回

答說：「是的。」她說希望能得到我

有的平安和信心。我告訴她，因着在

耶穌裡的喜樂平安，知道自己在永恆

裏有份，使我的日常生活起了莫大的

變化。我鼓勵她再讀聖經，她同意

了。我們彼此告別，她要求儘快再次

與我見面。珍達還請我為她代禱，特

別是讓她得到平安。

陳紫蘭

5 | 通訊85期 |  |通訊85期 | 6

英國封城前的陳紫蘭宣教士和珍達



基松（G e r s h o n）成長於

都柏林（Dublin）虔誠的正統

猶太家庭，與猶太女子結婚，可

是妻子因癌症不幸去世。

基松經常外遊，曾走訪革

命前的伊朗。他後來到了澳洲

定居，娶了中國人為妻。婚後

不久，妻子信了耶穌，生命出

現很大改變。基松看到了妻子生命的轉

變，但因自己是猶太人，認為耶穌與他

無關。

我是因他妻子的華人基督徒朋

友而認識基松的。當基松認識我是

猶太裔基督徒，對他產生了很大影響。

我們開始研讀聖經，加上他終於看到

猶太人也可以成為基督徒，讓他最後決

志歸信耶穌。過了不久，我為基松施

洗，很感恩。看著他上教會，數年間靈

命逐漸成長，我實在深受激勵，但很不

幸地，他的健康漸走下坡。

每次與猶太人查經，我都會邀請他

們朗讀要查考的經卷。基松很愛朗讀經

文，且讀得非常動聽。最近，我到基松

家與他查經，他正好在花園裡睡覺。他

妻子見我來到，嘗試叫醒他，但發覺很

難把他叫醒，且他醒來後神智迷糊，表

現異常。我們電召救護車。後來我知道

他曾數次中風。很遺憾地，數星期後，

（作者是本會駐澳洲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September 2020）

基松就離開了這個世界，與他的救主

相聚。

他離世後，他未信主的猶太家人

邀請我主持喪禮。基松的女兒十分擁

護自身文化，但竟邀請猶太人宣教士

來主持父親的喪禮，這是幾乎不可能

的事！我深感榮幸，但那是個哀樂參

半的場合。

喪禮完畢，他的家人感謝我，並

期待與我和我太太拉結（Rahel）可

以很快再見面。

在基松的屬靈旅程上能與他同

行，是我的榮幸。我們也求神透過這

段過去的關係，開啟福音的門，讓我

們日後有機會向他未信主的家人傳福

音。請為基松的家人得著救恩禱告。

由認識彌賽亞到
生命的永恆

譚馬克（Mark Landrum）

譚馬克（Mark Landrum）宣教士主持猶太歸主者
基松的喪禮

現很大改變。基松看到了妻子生命的轉

變，但因自己是猶太人，認為耶穌與他

譚馬克（Mark Landrum）宣教士主持猶太歸主者
基松的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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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柏林（

猶太家庭，與猶太女子結婚，可

由認識由認識



駐烏克蘭新宣教士 

英國總部於今年一月開始取名為
International Mission To Jewish People

差會的新名稱更能夠表達我們的「全球性」跨文化猶太人福音事工

香港分會正在籌劃中，也將會有新的中文名稱，

請切切留意下一期的中文通訊！

英國總部於今年一月開始取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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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高興加入以色列福音差會向

烏克蘭說俄語的猶太人傳福音。

我們是土生土長的猶太裔烏克

蘭人，本是無神論者。我們在奧德薩

（Odessa）和包括莫斯科在內的其他前
蘇聯城市向猶太人傳福音已逾20年。

現今，在以色列說俄語的猶太移民

大多來自烏克蘭（Urkaine）。近年，
大部份猶太歸主者也是來自這個群體。

包溢高和嘉蓮（Igor and Galina Barbanel）

（作者是本會駐烏克蘭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July 2020）

我們的服侍甚具策略性，將使許多對福

音開放的大屠殺倖存者，以及其他在烏

克蘭經歷了數十年共產主義壓迫的人，

早日聽聞福音。

奧德薩是蓬勃發展的城市，有多達
45,000名猶太人。可悲的是，猶太人在

這個城市也有悲慘的歷史。在過去幾個

世紀，多次反猶騷亂摧殘了奧德薩的猶

太社區。納粹大屠殺期間，單是佔領的

第一個月，便有100,000名猶太人被屠
殺，而殘存下來的猶太社區亦進一步遭

受數十年的蘇聯高壓統治。

儘管經歷了這段悲慘歷史，現今

的烏克蘭猶太人比以往都對福音持更開

放的態度。請為我們在奧德薩的事工禱

告，求主幫助我們繼續向猶太人傳講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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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英歐猶福體驗團
日期 2021年7月19-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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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用 英鎊1,200
（包括食宿和來往市內交通費用；
　不包括來回香港-倫敦-波蘭機票及
　個人保險）

查詢 CWI香港中心 
  (852) 63909787 

 info@cwi.org.hk

2021悉尼短宣
日期 2021年11月
資格 對跨文化宣教有負擔，須懂英語
內容 向當地的猶太人傳福音，實習外展

佈道
查詢 CWI香港中心 
  (852) 63909787 

 info@cwi.org.hk

2021以色列遊學團
日期 2021年11月25至12月3日（9天）
內容 親身體驗耶穌所行的腳蹤、探訪當

地教會、向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傳福
音

查詢 CWI香港中心 
  (852) 63909787 

 info@cwi.org.hk

「台灣小組」消息

祈禱會
日期 2021年2月21日、3月21日、

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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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分會」消息
2021 CWI香港年會
日期 2021年7月1日（星期四）

詳情見封底

祈禱會
日期 2021年2月9日、4月13日

（雙月第二週星期二）
時間 晚上7:30–9:00
地點 CWI香港中心

（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
　長利商業大廈1101室）

「CWI香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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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教士動向
陳紫蘭宣教士香港行程
 香　　港 2021年6月26日至7月5日

  2021年10月23至29日

施定邦牧師（Rev. Joseph 
Steinberg） 香港行程
 香　　港 2021年10月23至29日

歡迎預約講道及分享猶宣事工，
請聯絡CWI香港中心：
何庭春幹事

 (852) 6390 9787
 info@cwi.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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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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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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通訊  電郵版  印刷版

  英文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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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WI香港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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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福音差會有限公司」或「CWI (HongKong) LTD.」
 請將存款單／支票郵寄往香港通訊處

 ． 信用卡奉獻， 請瀏覽www.cwi.org.hk「奉獻」

您 的 回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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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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庭春

顧問：（香港）許道良、雷康侯、盧炳照、聶錦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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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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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福音差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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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 info@cwi.org.hk
電話 : (852) 6390 9787

台灣
以色列福音差會台北小組

10662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76巷19弄7號
Email : cwitp2015@gmail.com
電話 : (866) 0911266530

CWI Chinese以色列福音差會CWIsupporters www.cwi.org.hk

2021
 CWI香

港年會

猶福時
機再臨

歡迎關
心和支

持以色
列福音

差會事
工的弟

兄姊妹
報名參

加！

日期 
2021年7月1日（星

期四）

時間 
早上9:00 -下午5:00

地點 
突破青

年村（
沙田亞

公角山
路33號）

內容 
查經、

猶宣工
作坊、

回顧和
展望

費用 
港幣220元（包

括午膳
）

截止日
期 2021年5月31日

網上報
名 掃瞄

QR碼

查詢 
何庭春

幹事

　　　
　 6390 9787　　　

 info@cwi.org.hk

本刊所有文章、照片及插圖均保留版權。未經本會書面准許，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或翻印。

封面圖片：2020 CWIHK網上猶宣大會

33號）

 查經
、猶宣

工作坊
、回顧

和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