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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屆 同 心 守 望

猶太人網上祈禱會

十天至聖日祈禱手冊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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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同心守望猶太人」

 祈禱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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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守望猶太人」聯合祈禱會今年 2021 年已經連續來到第

四屆了。在舉行聚會的同時，我們一直編寫十天的至聖日祈禱手冊，

鼓勵教會和信徒恆切為猶太民族回轉歸主代禱。

過去我們曾嘗試以猶太族裔不同群體的特色與需要去編寫，也

有以不同地域的猶太群體的屬靈狀況來描述。之前三年都是由華人

宣教同工自己編寫，今年則有所不同。

這次我們邀請數位正在各地服侍的猶太裔宣教士和西人宣教

士，從他們的專長猶宣領域，特別為華人信徒撰寫共十天的短文和

祈禱事項，目的是讓我們也可以走在最前線，藉禱告與他們攜手服

侍，祈求神拯救更多猶太人的靈魂。

使徒保羅曾語重心長向信徒們表達及呼籲：「弟兄（姊妹）們，

我心裏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羅十 1）願

我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愛猶太人的靈魂，同心為他們禱告，叫

神的心意得着滿足，阿們。

林志海

同心守望猶太人籌委

中文版本為意譯，經增刪編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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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非猶太裔宣教士，與妻子自 2010 於選民事工差會紐約巿布魯

克林區事奉，為現時紐約地區主任，同時是 Beth Sar Shalom 彌
賽亞會堂長老、Charles L Feinberg Center 希臘文兼任講師及差

會網上廣播與佈道護教網頁協作者。

彌賽亞群體牧養及猶宣多元事工：

非常感謝您們為我們宣教士代禱！我深信雅各書（五 16）：「義

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我事奉的工場是超過二百萬猶太人聚居的紐約巿及鄰近州份。

除負責監督該區所有宣教士和事工，我們在每年夏天，負責統籌名

為 Kesher（意思是連結）的全國性猶太青少年營會、青年以色列

短宣隊和 Shalom New York 福音外展。我也是該區名為 Beth Sar 
Sha lom 的彌賽亞堂會長老，負責帶領、教導和牧養彌賽亞信徒，

我同時在 Feinberg 彌賽亞猶太研究中心培訓猶宣宣教士。紐約各

方面的事工正面對疫情的嚴重挑戰。差會新近開展網上事工，製作

佈道護教網站及影片，為要突破疫情及猶太社群的限制，廣傳福音

及裝備信徒；我也參與撰寫、編訂、製作和拍攝等工作。我每周主

持猶宣廣播節目，在網上及超過 100 個美國電台播出，懇請為我以

上的事工代禱。

羅拔與祖安娜（Robert & Jo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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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代禱事項：

1. 在繁重的事奉間，請為我一家，12 歲的女兒 El l i 和 9 歲的兒子

Judah 的學習及身心靈禱告。也請為我們尋找合適居所代禱。

2. 因著疫情，我們有五個核心家庭搬離了紐約巿，祈求他們在新

居能作美好見證；也請為教會在彌賽亞內的成長代禱，重啟實

體聚會後仍為主站立得穩。求主復興紐約市的猶太信徒群體。

3. 為一群新信主的猶太男士禱告，他們每週在我們堂會聚會。求

主繼續保守他們在彌賽亞裏成長。

4. 請為一位來自極端正統派猶太社群的弟兄禱告：請為他妻子和

兩名十多歲的兒女一同歸信彌賽亞代禱。也請切切為他將新約

聖經翻譯成意弟緒語（Yiddish）向自己社群作見證的事工禱告。

5. 求主阻擋反猶思想，並祈求猶太人在各種反猶攻擊中享平安得

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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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麥森和詩芙娜（Maxim and Slavna）

麥森從前蘇聯回歸以色列，歸主後自 2002 年開始在選民事工

差會服侍，現任耶路撒冷工場主任，專責向大屠殺倖存者和青少年

傳福音。

大屠殺倖存者事工︰

（2020 年大屠殺倖存者在以色列人口約 179,600，年齡都在

75 歲以上，90 歲以上更高達 17%。每年死亡人數高達 17,000 人，

新冠染疫死亡人數已有 900 多位）

以色列的疫情持續昇溫，九月猶太新年有可能再次封城。但我

們仍準備數百份新年禮包送給倖存者，禮品包括新鮮蜂蜜（共 70
公斤）和詩芙娜設計的年曆等。這些禮物對倖存者很重要——是對

他們的關懷和尊重。倖存者和他們的故事正隨著時日而消逝。

94 歲的利夫（Lev）在 7 月初安息主懷，他不久前接受耶穌作

彌賽亞和救主，但遺孀多娜（Dora）仍未歸主。我們在幾年前的波

蘭倖存者福音旅行團認識，隨即成為好友；而另一位 87 歲的拉斐

爾（Raphae l）也在不久前離世。他離世前曾與我們一起祈禱，盼

望他也與主同在，他遺孀葦莎（Raisa）已接受了主。

我們的事工位於 Migdal Ha Emek（以色列北部，拿撒勒西南

約 6 公里），聚會的禮堂因疫情被關閉；鎮內一百多位倖存者雖樂

於與我們相聚，但卻苦無地方，我們只能逐家探訪。此小鎮尚無歸

主者群體，所以我們盼望能在此建立像我們在戈蘭高地和特拉維夫

一樣的家庭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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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求主為新年禮包打通道路，不受封城影響，向孤單愁煩的倖存者帶來彌

賽亞耶穌的愛和恩典，並求倖存者早日得著屬天福樂。

2. 求主安慰 Lev 的妻子 Dora 及主內姊妹 Raisa 失去丈夫的傷痛，更為

Dora 的得救代禱。

3. 求主為 Migdal Ha Emek 的事工開路，更為當中倖存者的得救代禱。

4. 為 Anna 內心有平安及找到安置住處禱告，但最重要的，是為居住院舍

的長者的得救禱告。求主興起更多工人，並賜下智慧和方法，在疫情中

讓長者們得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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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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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麥森和詩芙娜（Maxim and Slavna）

麥森從前蘇聯回歸以色列，歸主後自 2002 年開始在選民事工

差會服侍，現任耶路撒冷工場主任，專責向大屠殺倖存者和青少年

傳福音。

兒童及青少年事工︰

在之前二十年服侍兒童及青少年事工的經歷裏，過去年半的時

間是最困難的！因為疫情，我們完全無法安排營會和其他活動。

單單在 2021 年頭七個月裏，我們被迫取消了三個預定的營會。

線上聚會的果效不彰，因為年青人需要很多活動的時間和面對面

接觸。雖然我們正全力籌備九月份新年住棚節的營會，但九月一

日開始，以色列很可能會封城，我們也只能禱告。雖然如此，我

們仍能在差會位於耶路撒冷的彌賽亞中心舉辦了兩次小型營會

（每次十五人為期三天）。在 8 月 17 至 21 日有另一個營會，與

四十位年青導師和助理一同到主跟前，尋求在疫情間可以如何服

侍兒童。我們正計劃在特拉維夫公園籌辦一個兒童團契與崇拜的

野餐活動，願主賜福使用。

今天年青人最大問題是花了太多時間在電腦上聊天和遊戲，給

神太少時間。他們缺少與別人面對面的交流。我們希望可以為此作

出一些改變。雖然沒有常規的營會，但我決定舉辦同樂日，讓他們

聚在一起交流及分享不同的價值觀。從九月份開始，我們也會開始

每週兒童聚會；除屬靈教導外，也設有音樂班和繪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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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記念疫情的反覆，求主為兒童野餐活動開路，並保護每位參與

者，讓每一位經歷久違與神與人的交通及團契。

2. 求主賜我們有創見、耐心和智慧，在疫情限制下堅持為主作工，

帶領更多兒童及青少年認識彌賽亞耶穌。

3. 為正在服兵役的年青男女禱告，保守他們勝過身心靈的挑戰，

特別求主堅立保守服兵役的彌賽亞信徒的信心，勝過兵役嚴苛

的環境及來自無神論及其他信仰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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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猶太裔宣教士，拜恩與妻子莉詩於 2011 年開始於選民事工差

會服侍，同年移居紐約布魯克林區，該區有超過 80 萬猶太人居住，

現為護教網絡 Chosen People Answers 的項目總監，專責數碼媒體

宣教事工

數碼媒體宣教事工：

選民事工差會自 1894 年開始便向猶太人傳福音！過去透過電

台、電視分享永恆不變的福音信息。隨着科技發展，我們也率先使

用創新方式在網上媒體傳福音。作為數碼媒體總監，我負責建立佈

道及護教的網站，讓未信主的猶太人得以與耶穌相遇。如同保羅傳

福音的常規「本著聖經與他們辯論，講解陳明彌賽亞必須受害」（徒

十七 1-4）。我也學習保羅本着聖經，切合猶太文化和以嚴謹的思維

論證，向猶太人介紹彌賽亞。

雖然街頭和個人佈道必不可少，但網上傳福音成為重要的猶宣

新策略。為了滿足猶太人在網上日益開放的情況，我們團隊開發了

以下兩個新網站。我對未來幾年的網絡媒體事工感到樂觀，相信必

定會結出福音的果子（包括世俗化和正統派猶太人）。

chosenpeopleanswers.com 是一個護教網站，設有數碼圖書館

和百科全書，包括不少文章和超過二億字的猶太及基督教文本。內

容嚴謹及富學術性。我們也邀請瀏覽者建立帳戶，藉投票表達他們

對文章的意見。此網站目標群體是不同背景但又好學的猶太人，他

們對耶穌作為以色列彌賽亞的身份有許多疑問和反對。

第四天
拜恩和莉詩（Brian and L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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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求主使用差會以各式網絡媒體，接觸那些在真實世界對外封閉的猶太

社群；也請代禱求主祝福這兩個網站，在網上光照猶太民族。

2. 請為我們網絡事工禱告！我們去年才完成這兩個網站，正開始推廣。

我們正著手將它們發展成為福音外展的主要工具。

3. 也求主培養新一代猶太宣教士，願用兩個網站成為有效的資源。

aboutmessiah.com 則較為輕鬆，對象是那些正在思考耶穌是否

彌賽亞的猶太人。站內有大量不同主題又簡短易讀的文章，回應他

們心中的疑問。例如：「以賽亞書 53 章指向耶穌的十個理由」，「我

可否既是猶太人又相信耶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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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賓娜成長於紐約市的敬虔派猶太家庭，20 歲時藉彌賽亞信徒

見證及查考以賽亞書 53 章認識耶穌。2009 年開始受選民事工差會

派遣服侍紐約猶太大學生，7 年前移居以色列。現任特拉維夫地區工

場主任。

以色列背包客及青年事工：

我衷心感謝您為以色列和猶太人祈禱，我初信時讀了新約聖經，

立刻知道：

1）這是一本猶太人的書（我以往誤以為它是反猶的）

2）耶穌比任何人都愛我們猶太人

3）我必須將我們的彌賽亞介紹給全世界（包括以色列）的猶太人。

因此我參與選民事工差會全球的服侍。我對接觸猶太背包客（許

多以色列青年服兵役後會到世界各地旅行半年至一年）有極大負擔。

我也帶領短宣隊往全球有猶太背包客的地方，包括：印度、新西蘭、

南美和美國。我也到過香港教導分享，並帶領外展佈道。

我們在特拉維夫附近的 Ramat Gan 的事工中心，為兒童、年輕

人和大屠殺倖存者舉辦不同聚會，包括安息日家宴，讓來自不同地

方住在特拉維夫工作的年輕人，和信徒接觸和聆聽他們的見證，也

感受家的氛圍。但因著疫情和期間的火箭襲擊，中心經常被關閉。

我們轉為網上，或者在公園裏小組聚會。因為大家都珍惜可以相聚

的機會，所以出席者人數在中心有限的開放時間中都顯著增加。

第五天
蘿賓娜（Roby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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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感恩疫情令人多留家中，更容易找到並跟進之前認識的背包客。讚美

主有人歸主，並因網上查經，生命持續成長。請為未來的跟進代禱。

2. 請為我們籌建希伯來語尋道網站代禱。網站面向全球，會為猶太青年

所碰到的重大生命問題提供實用及屬靈上的答案。

3. 在這充滿挑戰的時期，請為我們代禱，能更具創意、更能建立關係和

有效地與尋道者分享福音，和進行門訓。

4. 以色列社會有不少單身母親，請為她們代禱。反覆的疫情令學校時開

時關，給她們莫大的壓力；求主使未信的認識主，而信徒靠祂得堅固。

5. 請為全球猖獗反猶主義的代禱。不少網上流通抹黑以色列的報導及片

段都是謊言。祈求神開人的眼看見祂向以色列的愛。

6. 我大多數家人仍未相信耶穌，請為他們早日認識耶穌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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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在以色列的猶太裔成癮者傳福音︰

我蒙主呼召，向在以色列的猶太裔成癮者傳福音。我在復康中

心服侍吸毒者，那裏是我接受耶穌為救主的地方。復康中心為癮君

子、酗酒的、賣淫的、和露宿者等而設。

每星期我有三天會去特拉維夫的街頭，向他們分享福音、提供

食物及關心他們。服侍已有 15 年了，當中遇見很多人，見證着他們

的生命被耶穌改變。可悲的是，很多人仍然流落街頭，坐監，然後

又回到街頭。不幸地，我也看到很多人死於過量吸毒。

當他們希望生命被改變時，我們會帶他們到復康中心，透過認

識主耶穌、讀聖經並理解經文，就得以從各種問題中被釋放。耶穌

正在他們的生命中行神蹟；他們藉着耶穌得新生命。此外，他們會

一起工作，我們亦教導他們如何管理自己的金錢。我的事工還包括

一對一的聖經教導和小組學習。

我們提供為期 18 個月的復康計劃，與參加者一同研讀聖經和認

識耶穌。蒙耶穌賜福這事工，讓我們參與在其中，將真光帶進人的

生命中，感謝主！

 

請和我一起祈禱，讓我如常去傳福音，使人明白生命可以有所

不同。靠着耶穌的福音為他們帶來真光和希望，他們的生命因着耶

穌的大能和愛而被改變。

第六天
溫以高（Igal Ve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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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事項：

1. 請為猶太人早日得救祈禱

2. 請為露宿者事工祈禱，讓我能夠帶着愛、有智慧和他們分享耶穌的愛

3. 請為我和家人的屬靈生命和身體健康祈禱

除了以色列的信徒和教會支持我的事工，我亦需要您們的支持，

好讓我能夠繼續服侍露宿者和成癮者，帶他們到復康中心，學習聖

經，並看到他們悔改和歸信耶穌。

Photo by Jorge Fernández Salas on Unsplash
Jerusalem,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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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葡園出版社︰

今年，我們的國家和事工經歷了一些既具挑戰性，但又令人鼓

舞的日子。在 5 月，除了面對疫情，加沙戰爭再度發生，在 11 天內

向以色列發射了約 4,300 枚火箭。面對這些環境，無論是現在還是

將來，我們唯一的安慰都是在主裏。正如詩篇作者所說：「我的幫

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他必不叫你的腳動搖。保護你的必不打

盹。」（詩篇一二一 2-3）這首詩篇提醒我們，我們的安慰和信心的

來源是全能的神，祂創造了萬物，亦掌管萬有。

這幾個月裏充滿挑戰，看到許多人對我們萄園出版社的基督教

書籍的需求增加了。有兩個原因促成這增長：第一個原因是由於疫

情和封城，更多人需要留在家中。 第二個原因是死於病毒、住院和

處於危急狀態的人數增加。這些原因使人開始思索關於生命與死亡

的問題。

今年首六個月，葡園出版社免費派發了 2,291 本福音書冊和

150 本有聲聖經，並賣出了 1,421 本基督教書籍。此外，在這幾個

月裏，我們印刷了 1,400 本書籍和 16,000 張福音單張。我們繼續為

以色列的教會提供穩固的聖經教導，造就更多信徒，幫助他們在基

督裏成長。同時，我們亦透過福音性書籍和基督教書籍將福音帶給

國內和海外的猶太人。

與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弟兄姐妹建立關係也是我們事工其中一

個重要部分。在我們的地區，人與人之間充滿敵意和衝突，所以我

們不僅要表現主裏的合一，更要表現出福音的大能。只有基督的福

音才能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聚集一起，同心工作、互相支持和一同

第七天
申德衛（David Zad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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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三一神。因此，我們也出版了一些阿拉伯語書籍，為伯利恆和

其他地方的巴勒斯坦教會提供經濟上的支持。

請祈禱神賜給我們敏銳的洞察力，讓我們更清楚教會的需要，

更有效的服侍教會。祈禱神使用我們的教會和事奉，改變人的生命。

感謝您們的代禱和支持。我們彼此記念，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

刻，有主裏的平安。

 

Photo by Amos Bar-Zeev on Unsplash
Yir'on, Is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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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烏克蘭的猶太人傳揚耶穌︰

我和妻子嘉蓮（Galyna）是國際猶福差會的宣教士，在烏克蘭

的敖德薩（Odessa）服侍。敖德薩位於黑海沿岸，是一個多民族和

多元文化的城市，人口剛剛超過一百萬。猶太人在這個城市裏一直

有着重要的角色；當地和鄰近地區有大約 40,000 名猶太人居住，有

哈西迪派（Hasidic）、正統派和改革派的猶太會堂。這裏也有一小

群的猶太基督徒。

我們在烏克蘭的事工包括向猶太人派發聖經，希望透過讀聖經

他們會認識彌賽亞耶穌。對於那些有興趣認識耶穌的猶太人，我們

邀請他們參加在安息日的福音查經聚會。自從疫情，我們開始在網

上聚會。感謝神幫助保守參與的猶太朋友在過程中有耐心。安息日

的查經聚會平均有 15 人參加，有些時候會更多。

我們又舉辦佈道聚會慶祝猶太節日，如普珥節、逾越節和猶太

新年等。我們邀請新的猶太朋友參加這些佈道活動，透過愛的言語

和行動向猶太人作見證。我們很多猶太朋友都是大屠殺倖存者，所

以我們用切實的方法幫助他們，例如派發食物和日用品。我們亦準

備在市中心的一個地方舉辦猶太新年和住棚節福音聚會。

讓我分享一個猶太人歸信耶穌的奇妙故事：

鮑斯（Boris）是一位退休的網球教練，他知道自己不是聖人，

經常做他不應該做的事情，亦經常不做他應該做的事情。鮑斯相信

耶穌為他的罪而死在十架上，並從死裏復活。誠然，鮑斯已經預備

第八天
包溢高 （Igol Barb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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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耶穌赦免他的罪。在祈禱前，我囑咐鮑斯，他的話必須是真誠的，

因為神無所不知。鮑斯說他會誠懇的把心裏話說出。感謝主！鮑斯

歸信耶穌，他一直的跟從耶穌，在信仰上逐漸成長。

 

祈禱事項：

1. 鮑斯的視力越來越差，請為他的眼睛情況祈禱。

2. 請為外展活動順利進行祈禱，讓更多猶太人認識福音。

3. 請為猶太夫婦愛娜和費曼禱告，他們定期參加我們的安息日查經聚會，

祈禱他們認識耶穌，早日歸信祂。

Photo by Proriat Hospitality on Unsplash

Severodonetsk, Luhansk Oblast, 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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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的猶太人福音事工︰

今年四月，我成為國際猶福差會的宣教士。從牧會再度返回六

年前的宣教工場，在巴西猶太人宣教事工中面對很多掙扎。

第一個掙扎是我以前擁有近 700 名未得救猶太人的聯絡，當我

嘗試聯繫他們，因為聯絡資料已經改變，多數人都沒有回音。我需

要重新開始宣教事工。加上巴西疫情嚴峻，實在不容易。里約（Rio）

的居民到年底才會接種第二針疫苗，因此我現正計劃透過社交媒體

來接觸巴西的猶太人。

這些日子，我正在跟進數位猶太人。請為以下三位禱告：

• 露斯（Rose）仍未信主，她開始願意和我一起查經。她在

個人和家庭上都遇到問題。求神帶領，讓她有智慧處理這些事情，

並明白耶穌不單只是一個「好人」。

• 樂森（Robson） 是一位年輕的猶太人，多年後與他再次聯

絡上。得知他需要搬回母親家中，這對他十分困難。他願意認識神，

明白神為他所計劃的。請祈禱樂森早日歸信彌賽亞耶穌。

• 雅威（Jaime） 是巴西裔猶太人，幾年前搬到以色列。最近

我在網上認識了他，開始對話，他似乎對耶穌感興趣。但在過去的

幾星期裏，他卻沒有回覆。請為他祈禱，盼望他有機會聽到耶穌的

福音。

第二個掙扎是我仍然需要籌募經費。巴西很多教會已經回復實

體聚會，但還沒有進入正常狀態。我準備於 10 月 17 日至 31 日在

第九天
鄧禮（Sergio Da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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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進行為期兩星期的佈道和證道，請為這些聚會祈禱，讓我可以

得到足夠的支持。

請代禱明年 3 月 14 日到 19 日在里約進行為期一個星期的外展

佈道。這是疫情後第一次的外展佈道，也是七年來的第一次，上一

次的外展佈道是在 2014 年里約舉行世界杯期間。請為籌備工作禱

告，盼望更多猶太人聽到福音！

 

Photo by Raphael Nogueira on unplash

Rio de Janeiro, 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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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傳揚耶穌︰

我是國際猶福差會駐耶路撒冷的宣教士。請為我祈禱，好讓我

即使遭到反對，仍可以在耶路撒冷宣講福音，也請為我家人的安全

祈禱，並求聖靈引領我到合適的人中分享福音。

我想請您為兩個猶太人祈禱：

1. 彼得 （Peter）

我在療養院裏認識彼得，他請我幫忙處理他的電腦。我樂意幫

助他，我們就相約好。當再次見面時，我得知他一生是一名記者，

亦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曾經訪問許多來自蘇聯和以色列的大人物。

他現正以小說形式寫一本自傳，好讓他女兒能夠認識他的生平。彼

得問我為什麼我願意幫助別人，我回應這是因為我相信耶穌是以色

列的彌賽亞。他對於猶太人信耶穌感到非常驚訝。彼得認為耶穌和

猶太人格格不入，他問我一個猶太人怎能相信耶穌。

當我們再見面時，我們詳談關於耶穌的事，他仍有很多疑問，

最後他請我帶有關猶太歸主者的見證和書給他。過了些日子，我再

次探訪彼得，給他一本關於一個拉比歸信耶穌為彌賽亞的見證。他

正在讀這本書。

請為彼得祈禱，求神打開他的眼睛，好讓他的自傳中會有關於

他歸信耶穌的一章。

2. 夏亞 （Haya）

夏亞 （Haya） 是我在療養院中幫助長者安裝電腦軟件時認識

第十天
史亞里 （Aviel Se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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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她深愛的丈夫在兩年前離世，在我們見面的前兩天，她才到過

丈夫的墳前。當她與我分享時，她痛哭，於是我和她分享關於永恆

生命和神的事，及在基督耶穌裏的盼望。

夏亞向我展示她有一本聖經，因此我向她分享有關彌賽亞的預

言。雖然她相信有一位創造者，但同時她亦相信不同的力量，她在

前蘇聯曾是一位圖書館管理員，思想和處理事情也井井有條，但對

於創造，她的思緒仍是混亂。我每週持續與她見面，討論基督耶穌

的救恩。請祈禱，求神讓她有清晰的頭腦，明白耶穌的救恩。

再次感謝您的祈禱、支持和愛。願主賜福您，在這個困難的時

刻保守您和您的家人，賜予您們平安！

Photo by Dariusz Kanclerz on Unsplash

Jerusalem, Izr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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