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台灣 ICEJ影音新聞 2020/08/05 

 

 

2020.08.05   猶太曆 5780    翻譯：豐盛     編審：雲嵐牧師 

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 

https://www.youtube.com/embed/ukWJz0lO5KQ?feature=oembed


 

以色列最新疫情狀況 

 

以色列現今確診病例 72,584名，已恢復健康出院 45,662名，

負壓病房嚴重患者 342名，死亡人數 536名，全球死亡人數

已高達 692,794 名。「此數據截至台北時間週一早上」。上

週六政府公布，健身房、餐廳、購物中心都可以開放，猶太

宗教學校學生願意遵守檢疫規定即可入境，追蹤接觸患者與

相關疫情來源調查已由 IDF 接手，對於政府與民眾似乎都打

了一劑強心針。 

 

詩篇 91篇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我要論到耶和

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倚

靠的。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

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

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

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

邊，萬人仆倒在你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你惟親眼觀看，

見惡人遭報。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

所，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他要為你

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

著你，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你要踹在獅子和虺蛇的身上，

踐踏少壯獅子和大蛇。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

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他若求告我，

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要與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

他尊貴。我要使他足享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疫情止息滿有神憐憫。 

➢ 民眾與政府同心對抗疫情。 

➢ 以色列百姓甦醒回轉歸向神、倚靠神禱告。 

 

 

聖殿被毀日西牆現況 

 

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猶太人以禁食和祈禱來哀悼聖殿被毀

日(Tisha B’av)，猶太人哀悼了耶路撒冷聖殿兩次毀滅以及整

個歷史上遭受的其他悲劇。耶穌來不是廢掉律法，乃是成全

律法。讓我們一起為猶太人的救恩禱告。 

 

詩篇 94:12-14 

耶和華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訓的人是有福的！你使他

在遭難的日子得享平安；惟有惡人陷在所挖的坑中。因為耶

和華必不丟棄他的百姓，也不離棄他的產業。 

 

禱告方向： 

➢ 為猶太人揭去面上的帕子，認識耶穌是他們素來等候的

彌賽亞禱告。 

➢ 為華人成為接力福音的最後一棒，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禱

告。 

➢ 求主恩待華人與猶太人彼此之間的關係蒙神喜悅禱告。 

 



 

以色列政府無法吸收日以遽增的猶太回歸潮 

 

未來三到五年內，估計將有 25萬年輕人移民。來自英語國家

的阿利亞就增加了 50％，來自法語國家的人增加了 70％。到

2021 年，以色列可能會收到多達 90,000 名新移民，幾乎是

2019年移民人數的三倍。以色列政府雖竭盡全力幫助阿利亞

在以色列生活與學習，以融入以色列文化，然而卻心有餘而

力不足，國會預算不足導致很多事情將會停擺。 

 

以西結書 36:24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禱告方向： 

➢ 以色列大部分預算都需要花在軍事武器上，以保衛國防。

然而，回歸阿利亞所需要的住房計畫，以及學生的獎學金

教育經費等，仍需要政府許多非營利組織幫忙。為以色列

政府與非營利組織彼此的關係禱告，成為互助互力，祝福

阿利亞為目標。 

➢ 為阿利亞融入以色列社會禱告，適應新生活與學習語言

份外有恩典。 

➢ 為阿利亞回歸所需用的預算禱告，耶和華以勒的神為阿

利亞預備，主繼續恩待 ICEJ安慰色列，並使用台灣 ICEJ祝

福回歸阿利亞。 

 

 

 



 

以色列北方邊境拉高警線 

 

最新北方消息，敘利亞試圖在以色列邊境圍欄上置放炸藥，

此舉被以色列國防軍挫敗。一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發現 4名

恐怖份子正企圖在圍欄上發動炸藥，以色列國防空軍一同作

戰下, 開槍殺死了恐怖份子，阻止了此攻擊事件。據 IDF 表

示，這起事件發生的原因是，對以色列國防空軍在傍晚襲擊

加薩走廊的哈瑪斯火箭彈，而發起的報復行動。 

 

詩篇 129:1-5 

以色列當說：從我幼年以來，敵人屢次苦害我，從我幼年以

來，敵人屢次苦害我，卻沒有勝了我。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

扶犁而耕，耕的犁溝甚長。耶和華是公義的；他砍斷了惡人

的繩索。願恨惡錫安的都蒙羞退後！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邊防平安禱告。 

➢ 為 IDF士兵與將領任務中滿有神保護與恩典禱告，在對的

時間做對的事。 

➢ 為我們公義的神砍斷惡人想要傷害以色列的繩索，為仇

敵蒙羞退後禱告。 

 

  



 

莫忘猶太大屠殺倖存者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JP 
 
 

在烏克蘭地下室發現猶太大屠殺中遭殺害的

286具猶太人屍體 

 

戰後地下室被人打開，但這些地下室打開後並沒有移動這些

屍體，只在上面標明這裡是大屠殺地點。 

 

 
在烏克蘭的猶太大屠殺受難者大型墳塚。(photo credit: MIKHAIL YEHUDANIN) 

 

在烏克蘭薩塔尼夫 (Sataniv) 市鎮廣場市集下方的地下室內，

發現了 286具猶太人屍體，大多數是婦女和孩童。 

 



 

這個市鎮曾以組織完善的猶太社區聞名，那裡有許多猶太啓

蒙運動 (Haskalah Movement) 的先驅，包括艾薩克·薩塔諾夫 

(Isaac Satanow)、梅納赫姆·孟德爾·萊芬 (Menachem Mendel 

Lefin) 和亞歷山大 ·澤維 ·瑪格里奧  (Alexander b. Zevi 

Margaliot) 都曾住過當地。猶太人在該地區歷經數百年的迫

害後倖存下來之後，德國人卻在 1942 年 5 月潛入當地，殺

害了 800人，其中大多數是猶太人。 

 

根據以色列新消息報(Ynet News)引述蘇聯情治單位(KGB) 的

記錄，以及戰後返回該城市的目擊證人記錄，這 286人中分

別在兩間地下室的毒氣室內遭毒氣殺害。 

 

戰後地下室被人打開了，但這些地下室打開後並沒有移動屍

體，只在上面標明這是大屠殺地點。不過，多年來，地下室

入口消失在座落其上嚴重毀損的住家瓦礫堆中。 

 

當地猶太社區在經過幾回合的法律訴訟後，終於取得地下室

所有權。在 2019年開始於原址展開搜索，並逐一找到遭殘忍

殺害的罹難者屍骨和衣物。在瓦礫堆中還發現猶太家戶門口

放置的門框經文盒 (Mezuzah)，表示地下室上方的廢墟曾屬

於一戶猶太人家。 

 

這些留在地下室內的猶太遺骸，經收集成袋後，被送往該市

古老的猶太墓園中埋葬。  

 

新聞日期：2020/07/26 

 



 

台灣 ICEJ為您中文翻譯，請您收看當時在德國有許多神的僕

人使女，為什麼會跟隨希特勒的腳蹤殺害猶太人，或者對於

殘害猶太人視而不見？就在萬恩湖別墅(Van Wannsee)，位於

德國柏林的一座令人驚嘆的豪宅，是納粹領導人歷史性的會

面地點，他們在那裡決定了「最終致命性的解決方案」以消

滅猶太人。 

 

這個可怕決定的根源是什麼？一群人怎麼能為這樣的惡行

辯護來反對他們的同胞？ 

 

藉由此影片，我們將探討導致「最終致命性的解決方案」所

形成的意識形態，並從我們拋棄上帝聖言的寶貴真理時所發

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訓。  

 

ICEJ安慰以色列百姓的獨特方式之一就是藉由 ICEJ在海法的

大屠殺倖存者之家。懇請您參閱官網請訪問 更多了解海法

之家 了解如何幫助大屠殺倖存者。 

 

線上奉獻幫助猶太大屠殺倖存者晚年生活 

其他奉獻方式 

 

 

https://www.icej.org.tw/news181127-2/
https://www.icej.org.tw/news181127-2/
https://p.ecpay.com.tw/96A19
https://www.icej.org.tw/奉獻方式/
https://www.icej.org.tw/奉獻方式/
https://www.icej.org.tw/奉獻方式/
https://youtu.be/4cYr3AFgOhI


 

 

更多延伸閱讀 

教會與大屠殺(一)  

教會與大屠殺(二) 

 

 

以賽亞書 49:14-18 

錫安說：耶和華離棄了我；主忘記了我。婦人焉能忘記他吃

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

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牆垣常在我眼前。

你的兒女必急速歸回；毀壞你的，使你荒廢的，必都離你出

去，你舉目向四方觀看；他們都聚集來到你這裡。耶和華說：

我指著我的永生起誓：你必要以他們為妝飾佩戴，以他們為

華帶束腰，像新婦一樣。 

 

 

以弗所書 1:7-12 

我們藉這愛子的血得蒙救贖，過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豐富

的恩典。這恩典是神用諸般智慧聰明，充充足足賞給我們的；

都是照他自己所預定的美意，叫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祕，要

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我們也在他裡面得(或作：成)了基

業；這原是那位隨己意行、做萬事的，照著他旨意所預定的，

叫他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人可以得著稱

讚。 

 

 

https://www.icej.org.tw/icej_200122/
https://www.icej.org.tw/icej_200122/
https://www.icej.org.tw/icej_200212/
https://www.icej.org.tw/icej_200212/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老年的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禱告，我們

深深地盼望這些老爺爺奶奶們都有幸得著祢的救恩，祢以慈

愛的聲音呼喚他們，並保抱他們，他們的靈要明白即或有忘

記的，祢卻沒有忘記他們。歷史上殘害的悲劇，是人類共同

所承擔，惟願我們身為神兒女的為此禱告並警醒，不再淪陷

與殘害。感謝主使用 ICEJ安慰神的百姓，看見猶太子民在海

外飄泊後有著列國基督徒的幫助得以回家；看見海法之家在

照顧猶太大屠殺倖存者的老年生活，活得更有尊嚴是更精彩

豐富的生活。當中也有爺爺奶奶因此信主，我們知道這是祢

豐富的恩典。感謝主恩待台灣 ICEJ，是祢感動台灣許多的教

會看見祢要在現今這個時刻所做的工作，好叫我們是照著祢

旨意所預定的，叫祢的榮耀從我們這首先在基督裡有盼望的

人可以得著稱讚。謝謝耶穌，繼續恩待華人弟兄姐妹們繼續

安慰與祝福猶太百姓。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阿們。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簡稱 台灣 ICEJ)，是 ICE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全球第一個華人分部，於

2012年正式在台灣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其前身為台灣辦事處，於 2004

年起致力於連結華人眾教會，並分享以色列異象，以禱告和奉獻支持

祝福以色列; 每年以奉獻支持關懷猶太人的歸回及慈惠事工、並帶領

華人團體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且每週傳遞以色列當地時事現況及代

禱消息給眾教會。更多認識我們或希望收到每週消息，請來信。 

 

 

E-mail：icej.taiwan@icej.org.tw  

官網：https://www.icej.org.tw  

 

認識台灣 ICEJ 

line@： 

台灣 ICEJ 

wechat 公眾号： 

ICEJ 圣城资讯网 

Facebook： 

ICEJ Taiwan 華語 

IG： 

icej.taiwan 

mailto:icej.taiwan@icej.org.tw
https://www.icej.org.tw/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