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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同心守望猶太人」

 祈禱手冊 



3

筆者在 1992 年開始關心和參與猶太人宣教（簡稱「猶宣」），

當時矢志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華人宣教士幾乎絕無僅有，支持猶宣的

華人教會也寥寥可數。感謝神，從那時至今，30 年過去了，以色

列的神在華人教會動工，呼召一個接一個的華人基督徒投身猶宣，

在以色列及猶太人聚居的城巿傳揚耶穌基督。

雖然在全球眾多華人宣教士中，向猶太人宣教的現今仍屬少

數，可是，因着上主的恩典，這些宣教士透過行動展示對猶太人的

愛，透過分享聖經的教導引領猶太人認識基督，使他們明白耶穌就

是上主藉先知所預言的彌賽亞。感謝神使用華人教會成為猶太人的

祝福。

因此，「同心守望猶太人祈禱會」籌委會決定以華人宣教士為

今年《十天至聖日祈禱手冊》的主題，邀請了 10 位來自不同差會

的華人宣教士分享他們的猶宣故事。我們按着他們開始全時間參與

猶宣的年份編排，從最資深的到準備出發的，逐一為他們禱告，深

願他們的見證激勵我們繼續為猶太人歸主守望。

讓我們一同祈求宣教的主，感動更多華人基督徒獻身猶宣，向

猶太人還福音的債。

潘美琪

「同心守望猶太人祈禱會」籌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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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我在周五傍晚就會收到瑞秋的 WhatsApp 祝福信息：「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 ） !」有時候，她亦會打電話來問候，十分

熱情又健談，每次和她聊天，都超過半小時！

瑞秋是出生於葉門 （Yemen） 的猶太人，年少時與父母逃亡

到以色列，後來，獨個兒來倫敦生活。她的性格開朗友善，是我在

倫敦的第一位希伯來語老師。因為她熱愛中國文化，我們很快便成

了好朋友，她常常邀請我與她的家人共進安息日晚餐和慶祝猶太節

日。瑞秋和丈夫對福音開放，願意一起參加我教會的福音聚會。數

年前她和家人決定搬回以色列居住，但是每年都會回來倫敦探望朋

友和探我。

瑞秋上次來倫敦旅行時，她在主日的早上來到教會參加崇拜，

坐在我的旁邊，給我驚喜！崇拜中，我看到她留心聽道和翻查講員

提到的經文，而且很投入的唱詩歌。崇拜完結後，她給我熱情的擁

抱，再次對我說：「給我去天堂的地圖！」我再度提醒她耶穌的愛

和恩典，告訴她聖經就是往天堂的地圖和真理的教導，鼓勵她每天

讀我送給她的聖經，她應允了。

當瑞秋準備與家人遷回以色列定居時，她把琴介紹給我認識。

琴的背景可憐，又曾因為猶太人的身份被迫害，常常感到孤獨寂

寞，也患上憂鬱症。瑞秋屢次囑咐我，要多關心和照顧琴這位朋友。

今天，感恩琴已相信耶穌為救主，每周與我一起去教會；而且，琴

和我一起向瑞秋傳揚耶穌！瑞秋實實在在的看到耶穌在琴生命中的

奇妙作為，請禱告，願瑞秋早日知道耶穌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藉着彌賽亞耶穌，可以到天父那裏去！

陳紫蘭（英國倫敦）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1982 年  

所屬差會：國際猶福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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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請為瑞秋和她的家人禱告，願他們在以色列認識基督徒朋友，向他

們傳揚耶穌。

2. 請為我們在倫敦的逐戶探訪佈道隊禱告，求主為我們開福音的門。

3. 請為我禱告，求主幫助我每天緊緊的跟隨祂，剛強壯膽的傳揚耶

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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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藍逸明（英國格拉斯哥）

格拉斯哥（Glasgow）的猶太社群曾是蘇格蘭最大的猶太群

體。1971 年，約有 15,000 猶太人居住於此，他們大部分是遭到

反猶主義迫害，從俄羅斯、烏克蘭與東歐等地移民過來。可是，他

們因為家庭、事業和婚姻的緣故相繼遷往倫敦、曼徹斯特和里茲，

使這兒的猶太人口遞減。這兒的猶太會堂從超過 7 間下降至只有 3
間正統派會堂和 1 間改革派會堂。現今，格拉斯哥的猶太人口約

有 5,000 人。

我在 1979 年參加台灣舉辦的第一屆青宣，從大會指定閱讀的

書籍中，看見猶太人的福音需要，蒙召向猶太人宣教。之後，在

1989 年第一屆跨越文化宣教營，我確定要將心志化為行動。使徒

保羅在羅馬書第 9 至 11 章表達對骨肉之親的愛，更感動我要向保

羅的同胞傳福音。1990 年，我開始與國際猶福差會聯絡，經過神

學與跨文化訓練後，在 1996 年春，被長老會台北信友堂差派往英

國，加入國際猶福差會，在格拉斯哥向猶太人傳福音至今。

在過去兩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的以色列朋友卡蜜拉和

我透過手機查經。當我們查考到馬太福音第 16 章，使徒彼得認出

耶穌是彌賽亞，我問她要不要邀請耶穌基督進入心裏。她說：「我

已經預備好了。」於是，她跟着我一句接一句的禱告，向主耶穌認

罪和求祂以祂的寶血潔淨她的罪，請祂進入心中。當我奉耶穌（彌

賽亞和以色列的救贖主）的名禱告後，她一起說「阿們」。我說：「妳

現在是天父的女兒。」她回應說：「神的女兒，新的卡蜜拉。」

最近，我有機會和猶太老師愛娃和她的丈夫以撒一起吃晚餐，

我跟他們分享我的見證、生命的目的，以及為甚麼要跟隨耶穌。求

神恩待，讓他們轉向神，認識耶穌就是彌賽亞。

因著疫情，不少長者宿舍關了門，安娜（Anna）也因此失去

了居所，我們正竭力幫助。但我們沒有足夠人手在他們時日耗盡之

前，個別探訪院舍長者，並告訴他們彌賽亞耶穌的救恩。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1996 年  

所屬差會：國際猶福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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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請為我參加的希伯來文查經小組可以繼續進行禱告，也為愛娃和其他和

我查考聖經的猶太人禱告，願他們能思考與神的關係，並能反省是否真

正認識神。

2. 請為我參加的以色列民俗舞蹈、讀書會、合唱團、網上聚會和友誼圈

等活動禱告，求神讓我有機會傳福音，而猶太朋友能被聖靈扎心，回

轉歸主。

3. 請為我對猶太基督徒的牧養禱告，我鼓勵他們加入教會，並與信主的猶

太人團契相交。

4. 請為猶太年輕人代禱，求神在這價值觀非常混亂的時代，引領他們認識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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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泥雪石（以色列；塞浦路斯）

我們一家曾在以色列居住了四分之一世紀。當年我們帶着順服的心

前往以色列尋求神的心意——是否要服侍祂的子民？就這樣，我們在以

色列停留了 25 年。後來，我們夫婦也是順服神的旨意，向塞浦路斯進

發。我們的兒子石仔仍然留在以色列，在機構事奉，主要是培訓青少年

猶太歸主者。今年住棚節後（10 月中），石仔便升讀大學（猶太人一

般都是這樣尋尋覓覓，20 多歲才進入大學），求主裝備他，好好被神

使用。

主若許可，當你們讀到這篇文章時，我們在塞浦路斯應該有 7 個

月了。我們在這裏除了看到華人的需要，也看到很多猶太人的需要。很

多猶太人來這裏旅遊，甚至在這裏置業，除了作投資、作度假之用外，

萬一以色列打仗，他們要撤退的話，也有地方可以暫避。當然，也有猶

太移民在這裏做生意。還有一個原因，當猶太人與外邦人結婚，他們不

能在以色列註冊，他們通常選擇在塞浦路斯註冊，然後向以色列政府登

記就可以了！由於以上種種理由，這兒有不少猶太人。

塞浦路斯與以色列的關係很友好，除了在天然氣領域開展合作外，

新冠疫情期間，以色列亦為塞浦路斯提供不少醫療上的幫助。2011 年，

塞浦路斯東正教會大主教與以色列的首席拉比會面，並簽署聲明，確認

「猶太人集體殺害耶穌有罪的教義」是非法的，是「與教義不符的偏

見」，這次會面加強了兩國的關係。此外，從猶太人宗教組織 Chabad
在塞浦路斯的事工發展計劃，也不難看出這裏猶太人的需要。

執筆之際，我們在塞浦路斯居住還不足 3 個月，有不少在以色列

的朋友向我們打聽這兒的旅遊資料，準備來旅遊；有些朋友仍在計劃中；

有些已經來探望我們了，所以我們計劃找一個面積比較大的地方，接待

這些朋友。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1998 年  

所屬差會：國際短宣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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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泥雪石（以色列；塞浦路斯）

祈禱事項：

1. 為我們在這裏開展華人事工祈禱，主要和國際教會合作；也為

繼續有機會接觸猶太人禱告。

2. 石仔將於 10 月中開始大學生涯，課程為期 3 年半，求主給他智

慧完成學業。

3. 為我們物色地方祈禱，可以作為平台，有更大的發展。

若有興趣了解更多詳情，請瀏覽以下網站：

1.2011 年，塞浦路斯東正教會大主教與以色列的首席拉比見面，並簽署了一項聲明： 

https://www.jpost.com/jewish-world/jewish-features/metzger-cyprus-archbishop-pledge-to-deepen-ties

2. 按塞浦路斯的統計，以色列遊客從 1995 年的 3 萬人增至新冠疫情爆發前的 30 萬人，增幅達 10 倍。ht tps: / /

www.ceicdata.com/en/cyprus/tourist-arrivals-by-country/tourist-arrivals-annual-asia-israel

3. 猶太人宗教組織 Chabad 在塞浦路斯的發展計劃：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with-larnaca-synagogue-and-museum-small-cypriot-jewish-community-has-

big-plans/

4. 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合作興建「以色列公園」（Israel Park）：

https://embassies.gov.il/nicosia-en/NewsAndEvents/Pages/Inauguration-of-“Israel-Park”-picnic-area---

Troulloi.aspx

https://www.jpost.com/jewish-world/jewish-features/metzger-cyprus-archbishop-pledge-to-deepen-ties
https://www.ceicdata.com/en/cyprus/tourist-arrivals-by-country/tourist-arrivals-annual-asia-israel 
https://www.ceicdata.com/en/cyprus/tourist-arrivals-by-country/tourist-arrivals-annual-asia-israel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with-larnaca-synagogue-and-museum-small-cypriot-jewish-community-has-b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with-larnaca-synagogue-and-museum-small-cypriot-jewish-community-has-b
https://embassies.gov.il/nicosia-en/NewsAndEvents/Pages/Inauguration-of-“Israel-Park”-picnic-area---
https://embassies.gov.il/nicosia-en/NewsAndEvents/Pages/Inauguration-of-“Israel-Park”-picnic-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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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後，我本來已開始了自己的職業和人生規劃，然而猶

太人的福音異象，把我當時的計劃迅速改變。那時，神同時藉着幾

個向度使我對猶太人特別扎心。

首先，神帶領在猶太人中服侍的猶太宣教士和華人宣教士到我

教會分享，那是我從未聽過的；那時，我才了解猶太人是神所愛的

立約選民，然而他們現今信主的人數極為稀少，並且要信主又是何

等艱難。其次，神透過聖經眾多經文，使我降服於祂對猶太人救贖

的心意和計劃，我學習信而順服，因為神的話語永遠堅立。第三，

納粹大屠殺對猶太人造成的悲痛歷史和影像，令我對這個群體有強

烈的感動，催迫我要向猶太人分享耶穌的愛與救恩。此外，當我認

識聖經的教導，猶太人的得救與耶穌基督的再來有密切關係，我渴

望看見更多猶太人得救，也深深期待主耶穌快來，能與主永遠同在。

由於這些感動，我最終俯伏下來，回應神的呼召，奉獻自己，作為

外邦人向猶太人還福音的債。

加入選民事工差會後，我有機會參與眾多服侍，接觸香港與海

外不同猶太群體，並推動華人信徒參與。令我深刻的其中一事，與

納粹大屠殺倖存者有關，這些倖存者大都對基督教強烈抗拒。

2017 年猶太新年期間，我組織了第一次服侍以色列倖存者的香

港短宣隊，隊員以具體行動服侍倖存者，又向他們分享愛與福音。

我所認識的其中一位倖存者，後來患上血癌，我對他尤有負擔。當

他 90 歲大壽之時，我獨自飛往以色列逗留三日兩夜，給他驚喜，出

席同工為他安排的生日慶典；他和我都十分快樂，除下午的生日會

外，我還陪伴他一起晚餐慶祝。當我要離開時，我把握機會再和他

深入分享，我真誠地再次問他是否願意相信耶穌，他清楚回答說：「是

的，我相信。」我的心頓時溶化了。不久之後，他就因病去世了。

第四天
林志海（英國曼徹斯特、里茲）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1998 年  

所屬差會：選民事工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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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求神賜足用的恩典和能力，讓我能服侍差會團隊，並在曼徹斯特和里

茲的前線宣教，能真誠有效地向猶太人分享耶穌的愛。

2. 為以色列的大屠殺倖存者禱告，他們全都很年老，求主憐憫他們，使

他們有機會聽聞福音，明白和接受耶穌為救主。

那次服侍倖存者和分享見證的經驗，使我十分扎心，促使我在

兩年後（當時新冠疫情尚未爆發）再次安排醫療短宣隊，服侍以色

列的大屠殺倖存者，當中充滿神的恩典，祂繼續帶領猶太人回應決

志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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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在 30 年前，我（哥頓）初信主時便很喜歡閱讀聖經和見證書

籍。當我明白聖經中神對猶太人的愛，便深受感動；後來，讀到猶

太人的得救見證，更讚嘆神奇妙的救贖作為。之後，我聯同幾位來

自不同教會的肢體在香港成立關懷猶太人禱告小組，除了定期舉辦

公開祈禱會，亦接待從海外來訪的宣教士，舉辦異象分享會，讓更

多人認識猶宣的重要。

20 多年前，我往芝加哥讀神學，修讀猶太宣教及近代以色列研

究課程，並且是選民事工差會的實習宣教士。多年來在以色列及北

美事奉，體會到猶太人對基督教信仰存在很多誤解。在歷史中，猶

太人曾被一些仗着基督之名的人歧視、迫害，甚至屠殺，以致對基

督教產生厭惡。猶太人最需要的，是更多有愛心和有生命見證之基

督徒在他們當中服侍，以謙卑態度分享耶穌基督的愛，加上藉着查

考聖經，向猶太人證明耶穌便是舊約所預言的彌賽亞。此外，我亦

參與慈惠服侍，接觸在紐約及以色列之納粹大屠殺倖存者，派發食

物包，並送上新約聖經及福音小冊子，向他們作見證和傳福音，成

效顯著，榮耀歸神。

我們夫婦及兩名子女曾在耶路撒冷生活 5 年，期間經歷了兩次

嚴重的以巴衝突，每次歷時約一個月。戰爭期間，我們和當地人一

樣須逃跑避難，在空襲警報響起後，與鄰居一同奔向地庫，過程緊

張。正因如此，我們有機會在防空洞內向鄰居作見證，講述我們因

為愛以色列及住在其上的所有人，所以在戰爭期間仍堅決留在當地，

而這份愛是來自耶穌基督的擺上和犧牲，盼望這些猶太人鄰居同樣

能接受福音。我們也要常作準備，在家中睡覺和洗澡時，時刻警醒，

隨時預備逃難；我們學會每次在防空洞內，難得聚集了全幢大廈的

鄰居，實在是舉行佈道會的好時機。

第五天
哥頓家庭（以色列；美國紐約）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2000 年  

所屬差會：選民事工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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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在全球漸漸恢復國際旅遊時，哥頓計劃明年重啟「心繫錫安」穿梭兩

地之事奉異象與計劃，兼顧紐約及以色列之猶宣事奉。

2. 請記念以色列的教會發展，讓更多猶太人得聞福音，及猶太信徒得着

造就成長。

3. 紐約的猶太人教會在新冠疫情期間多次關閉，有些信徒已搬往別的州

居住，或因其他原因流失，因此，教會須要重新建立，求主幫助我們

眾同工。

後來，我們一家被調派到選民事工差會在美國紐約市的總會，

在人口兩百多萬的猶太人社群中參與大學佈道、社區關懷，以及建

立猶太歸主者聚會點，並協助培訓新一代的宣教士。此外，藉着舉

辦短宣隊，我定期前往以色列服侍，也會籌辦以關懷猶太人為主題

之聖地考察團，讓信徒不單在以色列學習聖經知識，亦顧念當地人

的福音需要，盼望參加者離開以色列後，仍繼續為當地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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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小深感天父奇妙揀選，保護以色列的民族。1967 年，以色

列的「六日戰爭」轟動全球。當時，我只是一個少年人，那 6 天發

生的奇蹟，每天都刊登在報章上；看來弱勢的以色列，竟然每天都

節節勝利，擊敗敵軍！這深刻的經歷，使我感受到聖經的預言是多

麼實在。

從那時開始，我便十分着重關於以色列的預言，深知以色列在

1948 年復國，又在 1967 年的「六日戰爭」中大勝，都是神的計劃

中的關鍵時刻，主耶穌再來的日子確是迫近！

成長過程中，我在家裏和教會中皆有接受深入的聖經教導，略

為明白我們這些外邦信徒從以色列領受了寶貴的救恩。我的母會給

我不可磨滅的榜樣，就是「向猶太人佈道」，自上世紀 40 年代以來，

母會便一直不斷地支持猶太人的宣教事工。

70 年代中，我來到加拿大多倫多居住，周圍有不少猶太人；我

對他們深感好奇，也期望向他們傳講他們二千多年來一直拒絕的彌

賽亞。這些年間，我不斷注意猶太人及以色列所發生的事情，嘗試

向他們作見證。我在教會教主日學，舊約書卷深繫着我的心靈。以

賽亞書、但以理書、以斯帖記、以斯拉記、以西結書等書卷，既是

以色列人的歷史，又是她今日並將來的預告。於是，我在互聯網上

搜尋猶太人的近代歷史，以及他們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分布狀況，我

似乎對以色列着迷了！

有人問我：「你決定投入猶宣事工，有哪一節經文作根據的？」

我告訴他：「不是一節，是整本聖經。」我於 2010 年加入國際彌賽

亞生命差會，十多年來，在加拿大、美國、以色列的街上向猶太人

第六天
杜嘉升（加拿大多倫多）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2010 年  

所屬差會：國際彌賽亞生命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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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為觀看我們 YouTube 頻道的觀眾禱告，願主的羊聽到祂的聲音，歸回

祂的羊圈。

2. 為加拿大需要更多的同工。

3. 為加拿大猶宣的方向。

見證彌賽亞耶穌。更重要的，是透過互聯網與猶太人辯道，不同類

型的猶太人、拉比、學者等都樂於在網上討論彌賽亞的訊息。

近兩年多，由於新冠疫情，外展受到限制。於是，我將 10 年來

跟猶太人辯論的經驗製作成視頻，上載到 YouTube 和 FaceBook，

解答猶太人的疑難，目的是宣講並傳揚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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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天父引領，我在 2011 年至 2020 年去服侍猶太人。首先，

我在芝加哥的慕迪聖經學院修讀猶太研究課程；之後，蒙主指示到

以色列事奉。於是，我在 2013 年 10 月出發到以色列生活、學習

及事奉。

曾經有人問：「你為何選擇服侍猶太人？」我回答：「不是我

的選擇，是神為我揀選。」我第一次踏足以色列是在 1992 年暑假，

當時我參加聖地團到埃及、以色列和約旦觀光旅遊。我們從埃及坐

旅遊車過關入境以色列，當車子進入以色列的時候，我感受到這片

土地跟埃及完全不同——以色列的馬路是柏油路，沒有埃及的沙塵

滾滾。旅遊車送我們到餐廳用膳，那家餐廳的裝修擺設、侍應服飾

及餐具等都是仿製耶穌時代羅馬人的樣式。侍應的頭上戴着用綠葉

及鮮花編織成的桂冠，他們用的水瓶是仿製羅馬時代的陶瓷水瓶，

給客人留下深刻印象。聖地團由牧師作領隊，在一次分享中，他提

到現代猶太人絕大部份都拒絕相信耶穌是彌賽亞，這是根深蒂固、

又被廣泛接受的觀念。

得知猶太人不相信耶穌這個事實之後，我的心非常沉重。我在

想：「按照聖經的教導，唯有耶穌是救主，只有祂的寶血能洗淨人

的罪。倘若猶太人不相信耶穌，他們的罪如何得赦免？倘若猶太人

不相信耶穌，他們的結局就是永遠的死亡！」我知道這一定不是神

的心意，神並不想祂所愛的猶太人滅亡。在以色列行程的最後一個

晚上，我向神禱告：「神啊！倘若你用得着我，我願意將福音帶給

猶太人。」

記得在一次戶外佈道的時候，我身穿藍白色 T 恤，T 恤以中文、

英文和希伯來文來清楚傳遞一個訊息： 「平安」。當時有一位猶太

青年主動跟我說話，他說：「你所穿的 T 恤驅使我主動與你說話，

第七天
鍾愛柔（以色列；香港）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2011 年  

所屬差會：環球宣愛協會；選民事工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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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現正進行一個名為『平安』的企劃。」之後，我們就展開了

長達兩小時的信仰交流；雖然他沒有表示願意信耶穌，但是我們有

對話的機會也是寶貴。

 

祈禱事項：

1. 請為猶太人能明白耶穌就是彌賽亞禱告。

2. 請為我未信主的家人禱告，包括媽媽、弟弟、弟婦、姪兒及大妹夫，

求主憐憫，引領他們早日悔改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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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麗雪師母，包括兩個兒子詹晴、詹光，在 2019 年開始投入

猶宣事工。我們從嘉義開始「台灣喜樂之家」，接待服侍大批以色

列旅客，包括青年背包客和猶太家庭，藉此向神的選民分享耶穌的

愛和福音。2020 年，我們加入選民事工差會，並成立台灣分會，到

各教會傳遞猶宣使命、推動猶宣培訓，盼望建立全台灣以色列旅客

猶宣網絡。 

這一切蒙恩的猶宣之路，始於 26 年前一個關於猶太人的異夢。

1996 年，當時我是剛信主不久的高一生，某天晚上，我得到一個關

於猶太人的異夢，看見一個縮在牆角傷心哭泣的猶太母親，於是我

走上前對她讀了一段新約聖經，之後，她滿臉淚水抬起頭來看着我，

不再哭泣，面露笑容！

隨着穩定的讀經生活，神開始把祂對選民的愛放在我心裏。高

中三年，我把對猶太人歸主的負擔，化為每晚睡前為猶太人的得救

禱告。後來，我讀了陳紫蘭宣教士的着作《我愛猶太人：給華人教

會的一個挑戰》和猶太歸主者泰琛斯坦的見證《叛徒》，更清楚領

受神賜下的猶宣呼召。 

神學院畢業後，我牧養教會十多年，然後，神帶領我認識選民

事工差會香港分會。2018 年，赴港拜訪後，我和師母決定投入以色

列背包客事工。當時完全不知是否有以色列人來台灣旅行，以及如

何接觸他們；但我們不斷用歌羅西書 4 章 3 節禱告，求神為台灣開

啟向猶太人 「傳道的門」。 神垂聽禱告，我們在 2019 年初開始接

待首位來訪的猶太背包客，此後猶太旅客蜂擁而至。直到 2020 年
新冠疫情爆發前，我們共接待並傳福音給超過 100 位猶太人，也將

希伯來文新約聖經送給他們。 

其中我們接待的猶太女孩 M，來自正統派猶太家庭，她因風聞

「喜樂之家」是個相信以色列神，並深愛猶太人的華人家庭，非常

驚訝，因此即使知道我們是基督徒，仍決定專程來訪，只為聽我們

的信仰見證！ M 在離開前詢問：「我已是相信上帝的猶太人，為甚

第八天
詹奉霖 （台灣）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2019 年  

所屬差會：選民事工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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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還需要相信耶穌？」我說：「因為妥拉說：『沒有流血就無法

贖罪。』而耶穌就是先知預言的贖罪羔羊和彌賽亞，信靠祂才能與

神和好。」感謝神，M 不但開始讀新約聖經，更在返回耶路撒冷後， 
踏進我們介紹的彌賽亞教會。

 

祈禱事項：

1. 求主賜下機會，帶領差會與各地教會有美好連結，持續傳遞猶宣使命、

推動猶宣培訓、建立完善的全台灣猶宣網絡。

2. 求主掌管疫情與台灣入境政策，為了福音緣故，為差會和教會重開猶

宣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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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我在以色列認識了第一位猶太人朋友，他是抄寫律法

書（摩西五經）的專家。他對舊約聖經很熟悉，但對新約聖經及耶

穌很抗拒，這促使我去接觸猶太人宣教事工。

因着母會的緣故，我認識了國際猶福差會。過去 20 多年，透過

參加國際猶福差會的聚會和短宣，我近距離認識猶太人的福音需要，

加深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負擔；神也是在猶福差會舉辦的猶宣體驗營，

呼召我向猶太人傳福音。

接受神學裝備後，我於 2021 年踏上宣教工場，向倫敦的猶太人

傳揚耶穌。倫敦約有 18 萬猶太人，我住在猶太人聚居的北倫敦，隨

處遇見猶太人，卻感到不容易隨便向他們傳福音。有一次，我拿起

手機拍了一張在巴士站的猶太青少年男孩群眾的照片，其中一位男

孩隨即向我高聲說：「不可拍照，這是犯法的！」我只好刪除了那

張照片。由此可見，猶太人自小就對別人如何看待他們十分敏感。

倫敦有不同背景的猶太人，我最近接觸了一位英國猶太女士貝

蒂，她對基督教有認識，也承認耶穌第一次來臨為罪人死，從死裏

復活，將會再來。但因猶太人的背景，她未能接受耶穌是彌賽亞，

卻想明白聖經真理和擁有真正的信仰。

我有機會與貝蒂研讀聖經，查考舊約中有關彌賽亞的信息、三一

神的概念、耶穌是神的兒子的經文。研讀過程中，她好奇地想知道，

在猶太會堂中，拉比為何沒有教導或是誦讀有關彌賽亞耶穌的經文 
。她告訴我，若然發現耶穌是真神，她會坦然的相信。我向她建議，

我們一起定期閱讀聖經，在神話語中學習真理。使我興奮的是，她

第九天
譚碧清（英國倫敦）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2021 年  

所屬差會：國際猶福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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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接納我的建議，一同研讀神的話。感謝神，我們已開始研讀聖

經，由創世記開始研讀，我引導她思想關於耶穌是神的聖經教導。

 

祈禱事項：

1. 求主讓我有更多機會接觸在倫敦的猶太人，有智慧與他們分享耶穌的

救恩。

2. 求主賜恩，藉着研讀聖經，貝蒂能認識耶穌是她的救主彌賽亞，早日

接受耶穌的救恩。

3. 求主興起更多華人教會及弟兄姊妹關心猶太人的福音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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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透過我的第一次以色列短宣「2015 平安之旅」，讓我經驗

福音在當地的可貴。猶記得一個片段：在記念耶穌安葬的花園塚，

每個角落都是基督徒在唱詩和領聖餐，但我心裏卻不禁問：「主耶

穌，其實你在哪裏？！」然而，主以兩聲我從未聽過的巨響回應我！

當時有一位猶太警員因被極端哈馬斯組織槍擊而殉職，還有一位警

員受重傷，我體會身在當地的猶太人經歷的不安、生命的脆弱和福

音對他們的重要。當晚我問神：「若祢要我再來這裏服侍，請為我

預備店舖人手。」回港後的第一天，神就讓這個「人手」出現了，

於是我便與丈夫開始計劃長達 50 天的「2016 回應之旅」，更全面

的認識以色列。神就是這樣呼召我去以色列，與苦難哀傷者同行、

給予安慰。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賽 40
︰ 1）  神藉着祂的話語，不斷讓我聽到祂的心聲，見證祂的慈愛和

信實。祂從沒有忘記猶太子民的切身需要，呼籲教會要安慰他們。

願我們懂得飲水思源，回應神對外邦信徒的厚愛；祂藉着猶太使徒

保羅傳福音給外邦人，使我們（華人）也蒙恩。然而，這位猶太人

宣教士——保羅，卻沒有忘記他的猶太親族，向我們發出心聲：「弟

兄們，我心裏所渴望的和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羅

10 ︰ 1）

「馬蝶花」又名 Apostle's Iris，寓意在宣教的路上又跑又飛，

我願回應和仿效保羅，將愛的信息帶給神所選上的人，並且先是猶

太人。馬蝶花是在春、秋節期之間此起彼落地開花，就在這等候彌

賽亞再臨的日子，願意我們華人繼續接棒，以有限的生命來見證上

主的無限可能！

第十天
馬蝶花（以色列）

開始參與猶宣年份：2022 年  

所屬差會：選民事工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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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願主藉着我觸摸以色列猶太子民的心；願他們接受耶穌就是彌賽亞，

是他們的救主，好讓他們繼續連結在這橄欖樹上。

2. 願主保守我與丈夫的身心靈，活出美好見證，與猶太鄰舍建立友好關

係；賜我們智慧學習語言和適應當地文化生活，供應我們一切所需。



按此報名

收 集 個 人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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