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亞實基倫也住著許多從衣索比亞歸回的猶太人，他們
是弱勢的一群，許多離開了中途之家後，仍然願意選擇居
住此地，一方面是已經熟識當地環境，另一方面政府鼓勵
大家居住南地，因此，也會提供減稅居住優惠等。我們需要
為居住在南地這些衣索比亞歸回的猶太人平安禱告，主恩

待四圍保護他們，使
他們在亞實基倫生
活沒有任何的懼怕。
神的愛臨到他們，認
識耶穌，接受救恩。

從感官、理性、現實
三個層面為以色列
每個決策在倫理道
德上的考量來禱告，
記者舉例表述，以色
列當使用飛彈標靶刺
殺人之時，假如這輛
車上還有別人，你要

不要刺殺，這個機會非常難得，目標可能之前都在清真寺
或醫院的地底下，很難得在地面上，那你要怎麼做？這些
決策都是將來要面對上帝，每個人都要交帳的。另外層面，
以色列執行者都非常年輕，在政府決策上，年輕執行者能
不能與決策者有所共識，這都是我們需要禱告的方向。我
們需要為所有參與決策的人禱告守望，無論是政治人物或
軍方，在神的面前是可以交帳的。

另外，加薩裡面幫助以色列的線民需要我們禱告，若線民
被發現會被凌遲、吊死、或被車子拖行處死，需要為他們的
安危禱告。

加薩裡面的角力鬥爭，哈瑪斯軍事與政治單位在許多事情
的態度是不一樣的。為以色列有智慧禱告，與阿拉伯人和
談不能相信，只能觀察。

加薩目前是福音能夠進入且有著很大轉機的時刻，許多門
已經向基督教機構而開。根據記者表示，天主教已經有事
工在加薩裡面，以色列意識到許多勇敢有見識的基督徒，
因此願意讓這些機構進入加薩，幫助這地的巴勒斯坦居民
，重點是哈瑪斯恐怖政權願不願意讓基督教機構進入，他
們無法接受向穆斯林傳福音，前幾年曾有基督徒被當街處
死，以為警惕。因此，我們需要為即將要進入的基督教機構
禱告，目前正在等候哈瑪斯回應，以慈惠事工進入。

讓我們一起為鄰近加薩的南地城市禱告，神以大能的膀臂
護衛百姓，保護他們免受一切的災害。

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

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以賽亞書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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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最新停火協議情況
根據以色列當地媒體JP報導，由於有埃及與聯合國在過去 
48小時之內的斡旋區中協調，加薩恐怖政權哈瑪斯官員
向中東阿拉伯媒體表示，目前已達停火共識。

加薩內部能有共識，原因其一是在上週五，根
據哈瑪斯領導人伊斯梅爾．哈尼耶
(Isma‘īl Haniyya)表示，接到聯合國中
東和平進程特別協調員尼克萊·姆拉德
諾夫(Nickolay   Mladenov)電話，並
與他討論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各派之
間停火的最新進展。而目前的停火，也
是為了卡達資金的到位，預計最快會在本

週進去加薩走廊；這筆資金據說是要幫助當
地眾多數以萬計的巴勒斯坦家庭，加薩百姓們也

正在觀望，因為哈瑪斯恐怖政權常常是掛羊頭賣狗肉，要
不就是耍賴當個騙子，資金根本就是為了製造更多的軍火
。因此在加薩走廊境內的派系鬥爭，以及百姓起來街頭抗
爭，也常是家常便飯。只不過，如果百姓在加薩街頭上抗爭
，也常被秘密警察帶走。

以色列正在觀望中，並於停火時期開始在鄰近加薩的猶太
城市中興起防禦工作。根據以色列12頻道於上週一報導，
以色列將建造一道防護牆，以保護社區以及靠近加薩走廊
邊境的行駛火車。此舉是在本月早些時候發生致命的一輪
戰火之後發生，當時恐怖政權哈瑪斯發射反坦克導彈在埃
雷茲附近的集體農場炸毀一輛汽車，四個孩子的父親，68
歲摩西．費德其胸腔與腸胃都受到火箭彈片炸傷，當場緊
急送醫，抵達醫院時，不治死亡。就在襲擊發生幾個小時後
，以色列國防軍承認並未認識到在加薩邊境附近的道路上
所行駛汽車而面臨的風險。上週一在總理辦公室舉行的國
防會議中，財政部、交通部已達成共識，同意建立新的防禦
措施，將在遭受反火箭彈造成的火災危險社區內，建造一
條新的道路，這會是三米高保護牆，預計將耗資近10億新
台幣，並在新內閣成立兩週後開始建造。

5 月 3 日(五)、5 月 4 日(六) 
加薩猛烈攻擊以色列南地城市
在不到48小時的時間裡，加薩恐怖政權哈瑪斯和巴勒斯
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向以色列發射了690枚火箭彈，
240枚被鐵穹攔截。然而，加薩火箭襲擊仍造成4名以色列
百姓遇難。

以色列對加薩激進恐怖組織其320多個目標予以還擊，其
中有 8 名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槍手被擊斃。負責將資金從
伊朗轉帳給加薩武裝恐怖份子的34歲哈米．哈邁德．阿布
杜．庫德里（Hamid Ahmed Abdul Khudri）此次也被針對性
地擊斃。就伊斯蘭武裝組織發言人表示，被擊斃的武裝恐
怖份子都屬於伊斯蘭武裝派系聖城部隊（Al-Quds force）。
 
以色列軍方透露，最近一輪暴力事件開始於5月初，當時一
名伊斯蘭恐怖組織的狙擊手向以色列軍隊開槍，造成2名
以色列士兵受傷，因此以色列予以還擊。

敬拜中心採訪駐以色列好消息電視台
Good TV 記者郭淑鳳

謝謝弟兄姐妹為前線的猶太百姓並勇敢的
IDF將領士兵們禱告守望，第一時間在當地城
市，與淑鳳通電話關切時，隨即聽到猛烈刺耳
的警報聲，記者大聲回應電話這頭敬拜中心
的同工後隨即掛上電話，事後我們了解，知道

當下記者也需要立即跑到防空洞內躲避火箭彈炸開來的
碎片，其間，淑鳳被告知有可能回不來耶路撒冷，需要被禱
告守望， 我們隨即發出代禱呼聲，這是最需要禱告的時刻；
為著所有在這段時間為以色列南地城市禱告守望的教會
弟兄姐妹們感恩，謝謝您為台灣記者禱告平安，同時感謝
好消息電視台愛以色列的心，派駐一名記者在以色列已長
達7年以上之久的時間，這麼美麗且珍貴的瑰寶，使華人備
受祝福。

根據記者分享，以色列有些非營利組織專責照顧外國媒體
，不管是帶媒體出入一些需要採訪的地方，或者是給與即
時的報導資訊，特別是針對於需要照顧的媒體「小國家小
媒體的記者們」。好消息電視台駐以色列記者郭淑鳳隨著
其他媒體記者們一起進入鄰近加薩南地的亞實基倫城市，
就記者視角第一手的報導，與您分享。

5 月 5 日(日) 
Good TV 前進受攻擊的亞實基倫城市

車子一到，就在已被安排要進入的猶太平民傷亡家庭時，
車門一開，看見有院子的房子，隨即看見鐵閘門的大門掛
著訃聞，進門玄關處掛著一些風鈴，記者踩著許多的碎玻
璃進門，看著這間遭受攻擊的房子，紗窗脫落、窗戶斜一邊
、窗戶玻璃碎一地，許多人進進出出在這戶人家，倒在院子
裡的柚子樹碎了一地的柚子，牆上有許多被碎片擊中的破

洞，可見火箭彈
彈頭裡面的火藥
與非常多的小鐵
珠撞擊地面噴射
出來，造成的殺
傷力有多麽地大
。跨越了炸毀的
牆後，看著鋼筋
裸露，踩著地面
上破掉水泥碎屑

。淑鳳表示，南地城市中的百姓們，每次警報聲響而感受的
無力與懼怕，不僅是房屋需要修整、人心也需要修補。我們
需要為受災家庭重建與認識耶穌禱告。

就在這樣的房子裡，還有當地媒體，記者淑鳳與其他媒體
被帶到院子裡和以色列警察總局針對外國媒體發言人見
面，開始向記者們分享簡報。

亞實基倫於週六半夜二點多遭遇火箭炮攻擊，這名父親當
時尚未入眠，隨著不同時候的警報聲響，有一說法，這名父
親立即叫醒家人逃向防空洞，而自己卻被火箭彈碎片擊中
不治死亡。

根據記者淑鳳表示，在亞實基倫的城市裡，當天街上沒有
什麼人走動，畢竟在街上的危險會提高很多。當百姓聽到
警報聲響，需要在45秒內跑入防空洞，若火箭彈完全沒有
被鐵穹擊中，掉在地面上時間會超過45秒，因此，民眾需
要在45秒之內跑入防空洞，並等個幾分鐘後出來才會比
較安全；因為火箭彈自由落體掉下地面，會有可能炸開來，
碎片很容易擊中傷害人，因此要非常小心；火箭彈發射以
後鐵穹立即意識到其是否射在人口稠密處，在聽到上空火
箭被打中的爆發聲響中，記者當下也在遠處近處都聽得到
狗的哭嚎聲。城市中被擊中的地方，就記者所述，隔天會立
即看見被修補好，甚至都會看不到被擊中之處，政府如此
快速地補修，一方面不想讓市民看著被傷害的地方活在恐
懼裡，一方面要讓仇敵知道，以色列的堅強。

記者淑鳳採訪當地居民中，其中一位居民表示，加薩恐怖
政權哈瑪斯尚未上台前，2005年之前加薩居民與以色列
猶太百姓是和平共存的，常常加薩巴勒斯坦百姓來到以色
列城市工作，在集體農場修繕東西， 百姓們和平共存。

基督徒關注方向

5月4日週六IDF以色列國防軍瞄準加薩走廊的一棟建築
物並發動空襲，以色列官員表示，這棟建築物裡面有網路
攻擊的哈瑪斯網軍，雖然並未透露任何哈瑪斯網路攻擊的
細節，僅表示他們先阻止了網路上的攻擊，然後才發動空
襲。以色列國防軍在新聞聲明中指出，以色列國家安全局（
Shin Bet）與IDF一起參與了這項行動，哈瑪斯恐怖政權目
前已經沒有網路運作能力。哈瑪斯當天早上向以色列發射
超過了430枚火箭彈，以色列進而所採取的還擊攻略。

   詩篇  121:4-5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
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經 文

    禱告
親愛的主耶穌，我們相信在加薩裡的角力鬥爭你都看見
，你也全然掌握所有的關鍵與狀況。而更因為目前險境，
將更彰顯你的大能、慈愛與榮耀，求主感動全球基督徒
更多地聚焦為以色列代禱；我們相信福音的大門已經敞
開，這一個和那一個都要説：「我屬於主耶穌！」那地要
有更多百姓歸向你，也願主興起更多基督徒領受並分享
的以色列的屬靈重要性！我們感謝仰望主，禱告奉耶穌
基督的名求，阿們！

感謝主，鐵穹仍發揮了功效，防禦85%
從加薩過來的火箭彈。(PHOTO: JP)

2019 年 5 月 5 日，鄰近加薩邊境的以色列城市，猶太百姓摩西．費
德當場被火箭彈擊中身亡。(Noam Rivkin Fenton / Flash90)

慘遭火箭彈攻擊鄰近加薩的南地城市。

猶太平民在緊急警報聲響起，
只有數秒奔向防空洞，圖片中
清楚看到中間的婦人腳上穿的
鞋子是不一樣的，可見倉促中
緊急的狀況連穿對鞋子的時
間都沒有。(Credit: AP)

好消息電視台駐以色列記者郭淑鳳南地採訪報導

住棚節是一個神命定在他面前歡樂
七日的喜樂節期!（利23:40-41）

住棚節是一年當中，神定為要我們感恩
紀念祂和求恩雨的重要時刻!
（利23:42-43, 約7:37-39）

耶穌腳蹤經典
之旅12天

A行程
10/09(三)
桃園機場出發搭國泰/ 約旦班機飛以色列

10/10(四) 
上午抵達特拉維夫機場–欣賞約帕古老港口地中海美景
–以色列流散博物館–拿撒勒報喜堂–猶太會堂–迦拿
教堂–夜宿加利利湖區

10/11(五) 
搭耶穌船(獻感恩祭)–八福山–五餅二魚堂–彼得受職堂
–抹大拉馬利亞紀念堂–迦百農–約旦河耶穌受洗處(可
安排洗禮)–猶太人集體農場

10/12(六) 
前往以色列北方與黎巴嫩邊界處–搭乘纜車到藍洞–參
觀阿卡港四千年歷史港口–參訪十字軍東征騎士城堡遺
址–該撒利亞古水道–夜宿耶路撒冷

10/13(日) 
聖殿山(亞伯拉罕獻以撒的摩利亞山)–耶路撒冷考古公
園–聖殿南面遺址–西牆(哭牆)–伯利恆參訪主誕堂–牧
羊人草地–(晚)自由參加ICEJ住棚節曠野開幕

10/14 (一) 
獻贖罪祭聚會–橄欖山眺望耶路撒冷老城–主哭堂–客
西馬尼園(萬國教堂)–大衛塔博物館–馬可樓–雞鳴堂
–(晚)ICEJ住棚節列國獻旗慶典晚會

10/15(二) 
ICEJ住棚節特會–參訪昆蘭發現死海古卷之處–體驗死
海浮泳–(晚)ICEJ住棚節列國慶典晚會

10/16 (三) 
獻委身祭聚會–大屠殺紀念館–大衛城–參訪2700年前
希西家王所建水道–(晚)ICEJ住棚節列國慶典晚會

10/17 (四)
ICEJ住棚節特會–耶路撒冷住棚節列國大遊行–耶路撒
冷猶太傳統市場，體驗過節採購氣氛

10/18 (五) 
獻求雨祭聚會–參訪以色列博物館–老城苦路14站–聖
安娜教堂–畢士大池–舖華石處(天主教認為耶穌被釘十
字架前晚被關處)–聖墓教堂(天主教紀念耶穌被釘與被
葬之處老城的雅法門)–參訪耶路撒冷華人敬拜中心

10/19 (六) 
花園墳墓(基督教認為耶穌復活前安葬處)–前往特拉維
夫機場，帶著住棚節滿滿的祝福，異象和應許回家！

報名資訊請洽：
(02)7736-6250 

探索以色列之旅10天

Ｄ行程

10/10(四) 
桃園機場出發搭國泰/ 約旦班機飛以色列

10/11(五) 
特拉維夫機場–以拉谷–亞實突–亞實基倫國家公園–
舊約非利士人古蹟–別士巴–南地曠野–入住基布茲飯
店–曠野獻感恩祭

10/12(六) 
內蓋夫沙漠–米茨佩拉蒙國家公園–阿夫塔國家公園–
午餐–隱阿夫達特國家公園–入住耶路撒冷飯店

10/13(日) 
聖殿山–大衛森中心(耶路撒冷考古公園)–第二聖殿南
面遺址–西牆禱告–馬可樓–伯利恆–主誕堂–牧羊人草
地–路得遇見波阿斯的禾場

10/14 (一) 
獻贖罪祭–橄欖山觀景台–主哭堂–客西馬尼園–午餐–
苦路14站–聖安娜教堂–畢士大池–舖華石處–聖墓教
堂–(晚)ICEJ住棚節列國獻旗慶典

10/15(二) 
花園墳墓–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大衛城–希西家王建水
道–昆蘭自助午餐–發現死海古卷處–體驗死海浮泳

10/16 (三) 
加利利湖–約旦河–猶太人集體農場–彼得魚午餐–搭
耶穌船獻委身祭–抹大拉瑪利亞紀念教堂–八福山–五
餅二魚堂–彼得受職堂

10/17 (四)
ICEJ住棚節特會–住棚節耶路撒冷列國大遊行–漫遊耶
路撒冷新城中心

10/18 (五) 
前往特拉維夫機場，帶著住棚節滿滿的祝福，異象和應
許回家！

10/19 (六) 
抵達台灣！

時間：10/9~20        團費：79,100 NTD

註： 1)  以上行程皆安排ICEJ住棚節特會活動。
       2)  為便於不同需求,團費不包含機票費用,    
            但本會仍將提供機票訂購之服務。

2019台灣ICEJ

以色列住棚節走禱團

(10/10~19) 

感謝耶路撒冷全球敬拜中心
授權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刊登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