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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了解犹太人传福音的基督徒

很

快，犹太人归主协会将会
启动我们最终的——也是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
看哪，你们的神》见证活动。我们
将会举办一场全面的、非常有组织
的，而且充满了祷告的福音传道活
动。
由于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包括正
统派的犹太人，甚至是穆斯林激进
分子，会非常想提前知道我们要举
办活动的日期和地点，我不能透漏
的太多。我只能告诉你，我们的活
动将主要关注耶路撒冷。
我只希望大家理解我保密的原因并
专心为我们祷告，还有为支持我们

的活动送上一份礼物...
这场《看哪，你们的神》压轴活动
将会是18年来的全球福音行动的高
潮。
如果你不记得的话，《看哪，你们
的神》是我们在以色列之外的至少
有两万五千名犹太人口的城市（准
确的说有66个城市）中进行的的全
球福音传道活动。
在过去的八年里，我们特别地关注
着以色列内部的城市以及11个覆盖
以色列全境的重要区域，拯救一
个。在每个城市或区域，会有约20
名犹太人归主协会工作人员或志愿
者组成的小队花费整整四周，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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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你的上帝，耶路撒冷：
就是现在！

六天，每天八至十个小时进行直接
的、一对一的福音传道活动。
为了联系到我们的同胞，我们走上
街道进行面对面的见证，挨家挨户
去会晤，还有打电话及举办像音乐
会及艺术展览的活动。我们还大量
的使用各种媒体——报纸，广告牌
以及社交网络——任何能传播文字
的方法。
这是一次为了让福音充满以色列而
做的用尽全力的努力。我们使出
浑身解数来让我们的同胞去思考耶
稣。
总的来说，我们一共发出了四十九
万本福音小册子以及拨打了超过六
万七千通电话。有超过一万两千名
以色列同胞给了我们他们的联系方
式以及表达了想了解更多关于基督
的事情的意愿，最终有成千上百名
以色列同胞祈祷接受了耶书亚为他
们的弥赛亚！
数量上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多，不过
想一想还有众多我们还未接触到的
同胞，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现在
我们将进行我们的压轴活动，最终
的城市——耶路撒冷以及她的七十
五万名同胞！
自从《使徒行传》之后还从未有这
种规模的活动！这是真正在灵魂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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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战壕中进行的福音传道。对于
每一位我们见到的犹太同胞，我们
必须克服他们觉得犹太人和耶稣没
有关系的文化和宗教上的“定式思
维”。
同时，你也得明白，撒旦还把控着
这座城市中许多人的心。这场终
极之战对于所有人来说仅仅刚刚开
始。
《看哪，你们的神》——耶路撒
冷，第七十八个城市（在以色列是
第十二个）将会是最这场全面战争
中有挑战性的压轴活动。我们也做
好了万全准备，这是因为，尽管听
起来很难相信，在耶路撒冷的犹太
居民中，仅有少于二百分之一的人
了解他们的弥赛亚。
当我们用福音给他们传道时，我们

让他们相信当他们接受耶稣时，他
们不必放弃他们的“犹太性”。事
实上，我们会提醒他们基督的第一
个信徒就是犹太人。我们会像他们
展示《旧约》中指定耶稣作为弥赛
亚的篇章。然后我们会看看由耶稣
的犹太信徒们写下的《新约》中应
许上帝祝福将会降临以色列国的段
落。
这将花费时间，耐心以及对他们怀
疑缘由的理解。不过通过圣灵的作
用，许多犹太人确切的开始相信我
们期待已久的弥赛亚。这的确是受
拣选果实的收获啊。
《看哪，你们的神》——耶路撒
冷，将会稍后在今年举行。重申一
下，为了我们队伍的安全，我不能
说出确切的时间。不过很快，我们
努力勤奋的传教士队伍将会在这片
特殊的土地上开始这个充满回报的
联系并跟踪犹太求道者的活动。
我们已经在其他以色列城市包括特
拉维夫以及海法的活动中收获了大
量经验。我们的队伍知道如何进行
这项工作。不过耶路撒冷在许多方
面都将会不同。
耶路撒冷是上帝命令亚伯拉罕奉献
以撒的地方...是大卫和所罗门建
立圣殿的地方...耶稣走过的，触

摸过生命的，并且被钉上十字架，
被埋葬并复活的地方...也是将来
祂满载荣耀与权威再来的地方。
以至于时至今日，全世界的眼光也
依然注视着耶路撒冷。
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伊斯兰教
以及基督教宣称耶路撒冷为圣城。
无疑，对于犹太人来说，它是我们
信心的中心。不过穆斯林却主张这
座城以及著名的圣殿山仅仅为他们
的。如果你看新闻的话，你知道几
乎每周都有穆斯林恐怖分子攻击犹
太居民或西方人的事件。
这些宗教矛盾，还有政治冲突以及
高度多样化的人口，意味着耶路撒
冷是非常不稳定以及危险的。
不过，作为以色列有最高贫困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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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耶路撒冷，犹太世界的腹
地，对于耶稣的福音是已经准备好
了的。将弥赛亚的爱带给耶路撒冷
高度多样化的人口将会是我们有史
以来最大的挑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队伍工作了将
近一年，计划，实验用新的方法去
作见证和与其他弥赛亚的传教士培
养新的合作关系。
按着以赛亚书四十：9：“... 对
犹大的城邑说：‘看哪，你们的
神！’”我们召集其全世界所有犹
太人归主协会的传教士，还有400
名志愿者。每名队伍的成员都有虔
诚的专注的团队工作经验，这对我
们联系耶路撒冷重要区域的犹太同
胞们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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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我们的队伍组织起来，听到我
们的计划在不断发展着的消息让人
振奋。我想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大家
有关这些事情的消息，但是我得等
到时机成熟。让我欣慰又激动的
是，时机就是现在。是时候让大家
分享我激动的喜悦并成为上帝在以
色列行下的神迹的一部分了。
我们的目标是和2000到4000名以色
列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并特别关
注以下几点：
正统派犹太人
大学学生，尤其是那些在著名希伯
来大学的。
受毒品困扰的男人和女人
穷人，饥民以及无家可归者

捐款信息（Donations）：
澳大利亚：NAB. BSB 082.067
账号： 46.072.8465
纽西兰（新西兰）：BNZ. BSB
020.484.
账号： 010.6273
新加坡:：OCBC.
户名: Jews for Jesus
（犹太人归主协会）
账号：581.252.897.001
我们也接受基督徒通过PayPal,
信用卡或TT的捐款。

说俄语的，有困难融入以色列社会
的移民
从美国、英国以及南非涌来的说英
语的移民
耶路撒冷日益增长的艺术团体
成立一个运动事工，尤其是在活跃
的足球社区
我们成功的关键是对每一位求道者
进行及时的跟进以及对愿意接受的
人进行持续的事工。以及通过建设
犹太人归主协会耶路撒冷分会，营
造出一个永久的，引人瞩目的组织
形象。
福音教导我们耶稣曾为这座城流
泪。上帝也要我们为耶路撒冷的和
平而祈祷。这是祂永不会忘的城
市。她的子民如今住在祂的心上。
祂也把那份责任让我们承担。今天
我也希望你们大家也能感受到心中
激荡起的那一片涟漪。您的祷告以
及经济上的支持是用唯一可以给他
们带来宁静，灵魂的转变以及永生
的信息联系到耶路撒冷的同胞们来
说至关重要。
犹太人归主协会得筹集一百八十万
美元来负担这次终极的，史无前例
的《看哪，你们的神》福音传道活
动。这包括网络的、交通的以及纸
媒的广告；福音小册子，圣经以及
跟进材料；交通费用，食宿以及其
他团队的必要物资。
而且这还会让我们激动人心且急需





的以色列事工扩张和在耶路撒冷的
支持我们将来事业的新分会成为可
能。
我们已经通过董事会主管们，世界
各地的事工员工们的特殊捐助以及
事工组织的别的朋友们那里筹集到
了一百零七万美元。（是的，内部
的成员慷慨无私地做出了奉献）
所以现在，我请求大家的帮助，筹
集剩下的资金，让我们有史以来最
有野心的一次活动成为可能。之前
从未有别的组织尝试过如此规模的
活动。尤其是在耶路撒冷。
因为以色列的基督教社区是如此之
小，当地几乎没有任何支持。这些
资金得从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
新加坡的大家那里来。我无法选
择，我必须得依靠上帝以及他在你
们心中的支持来让这一切成为可
能。
这次的努力确实超出了我们正常的
预算。大大超出了我们通常的计
划。如果您能把这个看作在您正常

会给犹太人归主协会的奉献之外的
一个特殊的礼物。我将无比感激
您。
我们不知道我们还剩下多少天来分
享福音，我们却知道上帝应许在祂
的儿子，耶稣身上给犹太人民一个
救赎的信念（罗马书十一：25-27
）。这也是为什么我希望您能慷慨
解囊，来帮我们用他们弥赛亚的真
理联系到他们。
您信奉弥撒亚的兄弟
大卫 布里克纳，执行董事
另：我们把耶路撒冷城——最有挑
战性性且最重要的，作为我们《看
哪，你们的神》的压轴活动。大门
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开放。上帝的
确在显灵！我邀请您加入我们，帮
助我们用弥撒亚的真理来联系祂的
子民。《看哪，你们的神——耶路
撒冷》开始进行了！请同我们一道
吧！
请附上您的信用卡信息或支票、现
金给以下任意三个邮政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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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教导我们耶稣
曾为这座城流泪。
上帝也要我们为耶
路撒冷的和平而祈
祷。这是祂永不会
忘的城市。她的子
民如今住在祂的心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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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ish I could give just now, but my finances are
too tight to give. Can I please receive prayer reminders from Israel? My email address is



   
/

I’m sorry, I just can’t keep up with all you are
doing, and ask you to remove my name from
your mailing list. Thanks and God bl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