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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得」的服侍
神奇妙的作為
耶穌是世上的光

01.2022

「捨」、「得」
的服侍
李寶珠
「你捨得嗎？」是一句經常掛在我們
口邊的話！而「捨」和「得」也是兩個慣
常被放在一起的字。在這裡，我特意把它
們分開，用以去描繪從事猶太人的福音工
作，乃是一種既「捨」又「得」的服侍。
根據羅馬書九章一至五節，保羅讓我們知
道，服侍猶太人的人需要肯「捨」，但在
過程中卻必有「得」。
這段帶有豐富感情的說話是保羅在
殷勤服侍主十年後所寫，當時他已完成了
三次到外邦人中的宣教旅程。當他寫信給
羅馬教會時，教會中主要由兩群基督徒所
組成，分別是外邦基督徒及猶太基督徒，
當時兩個群體因在文化和習俗上的不同，
以致在教會的共事上和團契上遇到許多攔
阻。保羅知道後，為了建立他們，鼓勵他
們同心，寫下這封書信，提醒他們救恩是
來自耶穌基督，大家都是因信稱義。因
此，兩個群體在神的眼中並沒有高低之
別。
羅馬書第九章的起首，保羅坦然直說
自己為猶太人「大有憂愁」和「心裡時常
傷痛」。「大」有憂愁是用來描述保羅記
掛同胞的程度，心裡「時常」傷痛則用來
描述他為同胞憂愁的頻密。由此可見，雖
然保羅被差派到外邦人中服侍，但他沒有
忘記自己的猶太同胞；他希望猶太人得到
救恩（羅十1），藉著基督與父神和好，
甚至願意「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
（羅九3）的地步。為著猶太人得救，保
羅甘願付上這代價。就像耶穌基督一樣，
為著使罪人與父神修補因罪而破裂了的關
係，甘願犧牲自己，被釘在十字架上。縱
然在保羅宣教的旅程中，猶太人多次逼

迫他，不論是肉體或心靈上（林後十一
24），保羅仍然愛猶太人。
但猶太人是「硬心」的（羅十一
25） ， 本 來 的 祝 福 卻 成 為 他 們 經 歷 得 救
的障礙。此外，猶太人雖「向神有熱心、
但不是按著真知識」（羅十2）；因他們
堅持要靠行為稱義，不是單因信稱義。他
們屢次向保羅指出向外邦人傳福音時不要
只講「信心」，也要加上「守」律法和
「行」割禮。保羅因此受了不少的逼迫。
可見向猶太人傳福音確實是一件非常不容
易的事，需要「捨」，需要犧牲。
然而雖有所「捨」，卻是亦有所
「得」。詩人說：「你們要為耶路撒冷
求平安。耶路撒冷阿、愛你的人必然興
旺。」（詩一二二6）。換言之，神會賞
賜那愛耶路撒冷的人，因為猶太人是神的
選民（申七6）；猶太人更是救主耶穌基
督的先祖，皆因神愛他們，揀選了他們
（羅十一28-29）。
當我們為傳福音給猶太人付出了代
價，神也會賜福予我們。求主賜給我們一
顆真真正正愛猶太人的心。雖然在服侍猶
太人的過程中我們難免會感到洩氣，但這
是大使命所給予我們的責任。神必會賜福
我們，無論是在前線的宣教士，或是在後
方代禱的我們，因神愛猶太人，祂也愛那
些肯為祂的名去服侍猶太人的人。
今天我們因愛神和祂子民的緣故支持
猶太人福音事工，或許會面對許多困難和
艱辛，但求主加添我們力量，面對挑戰，
仍能不屈不撓，迎難而上！

（本文摘錄自中華神學院李寶珠院長21年10月24日譚碧清宣教士差遣禮的證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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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拉結（Rahel Landrum）

莉莉和譚拉結宣教士合照
莉 莉 （ Lili） 是 80多 歲 的 猶 太 婦
人，她向我索取新約聖經；因此，我
探訪她時，特地送她一本新約聖經。
我 驚 訝 的 發 現 原 來 她 於 1940年 代 曾 與
國際猶福差會有過接觸。她告訴我，
小時候到過差會的宣教士丘雅各
（ James Churcher） 醫 生 在 海 法
（Haifa）的診所求醫。當時差會設立
診所，向猶太人提供醫療服務，向他們
傳福音。莉莉回憶說，丘醫生給她的治
療，以及他對耶穌的信仰，都給她留下
深刻的印象。莉莉問我為何相信耶穌，
我告訴她，我和母親第一次聽到福音是
在猶太基督徒在海法經營的書店裡。
其後，我和父母都相繼歸信耶穌。那
書店本來也是由差會開設的。差會最
終用了書店所在的街道名稱，命名在
以色列的出版社─ 葡園出版社
（HaGefen Publishing）。當我提到書
店所在的那條街道後，莉莉驚呼道：
「那正是丘醫生診所的位置！」

莉莉的孫子反對她研讀新約聖經。
儘管如此，她還是非常願意和我一起
讀聖經，表示想從馬太福音開始，因為
「從頭開始是最好的」！不久，我們開
始研讀聖經。最近一次探訪，她告訴我
家人的態度完全轉變，現在他們很高興
我們一起讀新約聖經。
莉莉還分享她的父母也曾讀新約聖
經，她的父親告訴她關於耶穌的故事，
而她的母親則自己偷偷讀，甚至不會向
自己的女兒承認自己讀新約聖經。查經
的過程中，我們讀到以賽亞書53章，我
問莉莉有否讀過這章聖經，她說沒有。
但當我們開始讀經時，她立即從經文中
認出耶穌來，並說這段經文一定是在描
述耶穌。
我為莉莉讀新約聖經的熱忱感恩。
請代禱，當我們一起學習神的話語，
莉莉能認識耶穌，早日得蒙拯救。

（作者是本會駐澳洲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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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宣教士在倫敦及附近城市傳福音給猶太人祈禱

耶穌是世上的光
魏斐力（Philip Amos）
迦勒（Caleb）是二十多歲已婚

我向迦勒解釋，在歸信耶穌前，

的正統派猶太人，想跟我討論我們信

我也經歷類似的靈性幽暗。我建議為

仰的不同，但擔心自己遇上「偶像崇

他祈禱。迦勒接受我的建議，使我詫

拜者」，多次說我的信仰使他感到不

異；而更詫異的是，當我求神向迦勒

安。儘管如此，我們仍繼續會面。

顯明耶穌是誰，帶領他走出黑暗，這

我們最近會面時，迦勒說自己陷
入了靈性的幽暗中，感到與神分隔甚

位年輕猶太人指着自己的心說：「你
的祈禱觸動了我的心靈。」

遠。他認為我作為基督徒，擁有他所

雖然迦勒起初相當懼怕，但他希

渴望的「光」，他有這種想法使我驚

望更多認識耶穌。我從未接觸過一位

訝。我回應說耶穌是「世上的光」，

對福音如此開放的正統派猶太教徒。

拯救祂的子民脫離罪惡和黑暗。迦勒

請記念我繼續向迦勒傳揚耶穌，求主

開始向我傾心吐意，在他願意接受有

帶領迦勒從黑暗中得釋放並早日歸信

一位救主為他的罪而死之前，他需要

耶穌。

化解作為猶太人和信耶穌的矛盾。

（作者是本會駐英國倫敦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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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戴智信宣教士在匹茲堡猶太社區作外展事工祈禱

向拉比傳揚耶穌
戴智信（Mitch Tepper）
本地教會一位牧師聯絡我，
因他很盼望接觸附近的正統派猶
太群體，為那些步行往返正統派
猶太拉比學院的人提供接載服
務，我非常樂意協助。
透過兩天的接載，我們有
很多機會向這個嚴謹猶太社區的
男士傳福音，其中兩位還把他們
的聯絡資料給我們。意想不到的
是，我們可以與其中一位繼續談
論耶穌，他是當地的拉比，名字
是祖爾（Joel）。
當我們和祖爾解釋我們對
耶穌的信仰，他馬上提出對福音
的反對，表達自己對彌賽亞預言

的觀點，又解釋為何其他拉比不
相信耶穌是彌賽亞，不相信他應
驗了彌賽亞的預言。我們與祖爾
分享聖經的教導，說耶穌既是那
受苦的僕人，又是將要再來的君
王。祖爾承認他需要進一步思考
我們分享的內容，他把聯絡資料
給我們，以便我們繼續交流。不
久，祖爾發電郵給我們，再度說
明反對耶穌的拉比學說。對我來
說，這些都是有用的資料，盼望
日後有助我向祖爾傳揚耶穌。
感謝神，祖爾對談論耶穌
持開放態度，我會繼續向他傳福
音，請為他得救祈禱。

（作者是本會駐美國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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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了耶穌的我仍是猶太人嗎？

華尚康（Misha Vayshengolt）

我在以色列的事工包括舉
辦巴士旅遊團，藉此向猶太人傳
福音，亦認識更多猶太人。在最
近一次旅程中，我認識了莉莉
（Lily）。
莉 莉 是 1945年 出 生 於 西 伯
利亞的集中營，那裡有很多猶
太人，而他們唯一所犯的「罪」
就是他們是猶太人。慶幸地，
莉莉於集中營存活下來，在烏茲
別克斯坦（Uzbekistan）長大。
後來，她在當地成為老師，之後
搬到以色列。
到了以色列，莉莉分別避過
了兩次恐怖襲擊。她告訴我，有
一次她感到十分奇怪，好像有人
從後面推她。結果，她離開了那
個範圍，15分鐘後，一枚炸彈就
在那裡爆炸了。在尋求真理的過
程中，莉莉甚至去過教會，但之
後沒有繼續出席。
旅程結束時，我問有沒有人
想參觀我的教會；莉莉是唯一回
應的人，驚訝的是我的教會就是
莉莉多年前去過的教會！

莉莉聽講道時十分專注，聚
會結束後，她告訴我：「我很高
興回到這裡！」莉莉開始去教會
後不久，她病倒了，要在床上休
息，不能再參加聚會，所以我開
始與她在電話中查考聖經。
我們研讀聖經，討論神的
聖潔和罪的問題等基要真理，也
談論如何能夠藉著耶穌與神和
好。就在這個時候，莉莉表達了
她是多麼渴望這個關係。莉莉告
訴我，以前她以為與神有「美好
的關係」，但現在她明白自己需
要神的恩典才能得救，她為此禱
告。
在她祈求神在耶穌裡的寬
恕後，莉莉轉過身來問我：「我
還是猶太人嗎？」我高興的告訴
她，她現在是歸信了彌賽亞耶穌
的猶太人。
請為莉莉禱告，我為她作門
徒訓練，讓她在耶穌的恩典和知
識中不斷成長。

華尚康宣教士和歸信主的猶太信徒莉莉
（作者是本會駐以色列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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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以高（IgaVender）

尼哥現在跟隨耶穌和已戒除酒癮

請為尼哥祈禱，這是他第一次進入康復中心
過去五年，我經常停留在尼哥
（Niko）的商店外，跟他交談。他一
邊喝著啤酒，一邊與我聊天。多年來
他一直抗拒福音，但現在他願意開始
跟從耶穌！
當尼哥告訴我他已經結婚時，
我問他為什麼老是在店外喝酒，而不
在家陪太太及孩子。尼哥不客氣地回
答，他工作只是為了賺錢回家，其他
事情則是妻子的職責。我的回應是與
他談論聖經對婚姻和家庭的觀念。
這次對話打開了傳褔音的大門，
尼哥聽到我是猶太人卻又跟從耶穌，
感到十分震驚。經過多次與他談論福
音後，他同意和我一起讀新約聖經。
儘管如此，他還是拒絕我所有邀請，
不肯進入我教會的復康中心。

6個月後，尼哥打電話給我，說
妻子對他的耐性已經耗盡。他夜復夜
醉酒，結果妻子把他趕出家門，他亦
失去了工作。每一天，他都在喝酒，
卻仍然不願意進入復康中心。兩個月
後，尼哥改變了，終於接受我的邀
請；他被中心接納，在兩個月內擺脫
了酒癮，每天學習神的話語。
最近一次的查經班，我教導關
於聖靈結出的果子，之後，尼哥對我
說，他想為主耶穌而活，過豐盛的生
活。我們一起祈禱，尼哥認罪悔改，
並祈求給他新生命。感謝神。
請為我牧養尼哥祈禱，他與妻子
再度聯繫，請為他與家人和好祈禱。

（作者是本會駐以色列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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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年 我 認 識 了 猶 太 詩 人
和 哲 學 家 班 文 （ Benjamin） ， 他
非常渴望深入認識神，因此我與
他一起查考神的話語；可是因為
疫情的限制，我們去年要暫停查
經。最近我們恢復查經，看見班
文的靈命成長了。
匈牙利在共產政府統治時
期，班文的工作是經理，事業很
成功，並且已婚，在暑期中教授
哲學。然而，隨著政治環境改
變，他失去了工作，後來患上癌
病。經過多次手術，班文終於戰
勝病魔。可惜，出院後，他發現
妻子離開了他，一度無家可歸。
我第一次遇見班文時，他已
不再留落街頭。原來他在露宿街
頭時，曾有基督徒向他傳福音，
所以他對聖經有一些認識，只是
不太明白當中的內容，對聖經和
屬靈的事也有錯誤的理解。因

一位猶太哲學家的歸主之旅

郭寶姬宣教士與初信主的班文及妹妹艾瑪，
攝於他80歲生日

郭寶姬（Bogi Kozmz）

此，他非常熱衷和我查考聖經。不
幸的是我們開始查經不久，疫情便
爆發，我們不得不停止查經，直到
禁令取消。疫情放緩後，班文的妹
妹艾瑪也開始和我們一起查經。
班 文 80歲 生 日 那 天 ， 我 邀 請
他們出外慶祝。坐下不久，班文告
訴我他終於明白耶穌是神救贖世人
的計劃，使我欣喜若狂，但他以憂
傷的語氣承認自己沒有「恆常活在
主裡」。我解釋說，跟隨耶穌並不
代表屬靈生命突然變得完美，歸信
耶穌不是旅程的終點，而是起點。
我告訴班文，如果想開始這段旅
程，他須要直接告訴耶穌。班文在
禱告中求耶穌寬恕他的罪，承認
耶穌是他的彌賽亞！經過多年嘗試
明白聖經，他終於開始與耶穌同
行。感謝神，請為我與班文查經及
艾瑪的得救祈禱。

（作者是本會駐匈牙利宣教士；本文譯自Herald, Sept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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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紫蘭
基於以色列國的旅遊限制，麗玲
（Lilian）和安歷（Ernie）曾屢次取消回
來倫敦的計劃。上個月，他們終於可以
返回倫敦，麗玲十分高興！為了歡迎他
們，我特別的邀請他們到我家吃飯，他
們非常開心。但我留意到麗玲卻不像往
常一樣開朗，而安歷亦顯得異常安靜。
麗玲的臉色變得蒼白，甚是憂愁，身體
更顯得瘦弱。在我既擔心又著急之際，
麗玲告訴我自己最近發現得了癌症。
雖然麗玲知道自己將要面對多次的
身體檢查，但她嘗試開解我，好讓我放
心。她告訴我她能夠應付，並說對以色
列的癌症研究和治療充滿信心。然而，
我卻感到非常震驚和傷感。我安慰她，
答應為她祈禱和支持她。她很快就轉了
話題，問及我教會的事情和上次在教會
認識的幾位朋友。
奇妙的是，已退休的同工龐大衛
（David Bond）宣教士透過逐戶探訪事
工亦認識麗玲。我記得麗玲曾告訴我說
她是多麼的期待大衛宣教士每星期的探
訪和一起討論聖經中的經文。為了接待
大衛宣教士，她會預先打掃房子，準備
好一切。麗玲也認識了好幾位我教會的
朋友，包括幾位猶太基督徒。麗玲特別
好奇為何猶太人會歸信耶穌。
麗玲突然患上重病的消息再次的
提醒了我人在世的時間是有限的，是短
暫的，更是催使我需要迫切的傳福音。

麗玲告訴我她一直嚮往能擁有那「全然
的 平 安 」 （ Shalom） 。 有 一 次 ， 她 走
進一所教會，一個人坐下來，安靜地沉
思著「平安」。我由衷的希望看到麗玲
早日認識耶穌，明白神的愛和永恆的應
許。麗玲現在已經回到以色列接受進一步
治療。她和安歷計劃儘快回來倫敦，希望
於新年期間和我一起去教會。
祈禱麗玲有渴望神的心，透過研讀
希伯來文的約翰福音認識耶穌，並祈禱她
早日接受耶穌的救恩。
在麗玲和安歷起程回以色列前，他
們的女兒娜美（Naomi）正在倫敦探望他
們。他們邀請我一起享用安息日的晚餐，
想我認識她。娜美溫柔、細心，她和姊姊
在英國長大，數年前她們決定搬回以色列
居住。娜美為一位著名的以色列裔歷史學
家工作，因此她與上司經常周遊列國。她
對遠東地區特別感興趣，並對中國文化和
歷史著迷，她還計劃在中國成立一間出版
社。
娜美非常友善，對福音持開放態
度。她像許多猶太人一樣，都誤以為我是
佛教徒，所以很稀奇我為什麼會信耶穌。
她聽說基督徒的人數在遠東地區不斷增
加，尤其在中國。娜美不想打擾我和父母
的交談，所以她把聯絡資料給我。我們一
直保持聯繫，希望在倫敦或香港再見面。
求神讓我有機會進一步認識她，向她傳福
音。

（本文節錄自差會駐英國倫敦陳紫蘭宣教士21年12月代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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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會

2022英歐猶福體驗團

日期 2022年7月12-23日（12日）
查詢 香港猶福中心
(852) 5360 1463
ministry@imjp.org.hk

動向

詳情見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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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分會」消息
2022香港分會年會：聚散齊猶宣
日期 2022年7月1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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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報名 掃描QR碼

費用 港幣230元（包括午膳）
查詢 香港猶福中心
(852) 6390 9787
info@imjp.org.hk
歡迎關心和支持國際猶福差會事工的弟兄姊妹
報名參加！

祈禱會

日期 2022年2月8日、4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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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25號
長利商業大廈110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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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22年2月20日、3月20日、
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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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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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日

施定邦牧師（Rev. Joseph Steinberg）
香港行程
2022年11月20-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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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的 回 應
本人期望： （請以

表示）

收到以下刊物
中文猶福

電郵版

英文猶福

電郵版

宣教士代禱信

電郵版

印刷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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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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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個人資料將會保密，只供本會記錄及郵寄之用
姓名 Name ：
（Rev./Mr./Miss/Ms）

牧師/先生/女士/小姐（中文）
（English）

地址 Address ：

電郵 Email ：
電話 Telephone：
所屬教會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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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片：譚碧清宣教士2019倫敦短宣分享福音

香港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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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JPHK國際猶福差會

www.imj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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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碧清、廖寶燕、王潔芳、
魯偉諾、何庭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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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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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11266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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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