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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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QlWF4EoVU?feature=oembed


 

1. 以色列與阿聯酋 - 第三和平條約『亞伯拉罕

協議』內容 

新聞出處：JP 

 

上週四美國促成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 25 年來第一項和平條

約，這也是 41 年來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繼埃及(1979 年)和約旦

(1994 年)之後的第三個與以色列簽署和平協議的阿拉伯國家，

以及第一個簽署該協議的波斯灣國家。雙方外交協議除了包

括建立使館與交流大使代表，在互利經濟、投資貿易，特拉

維夫與阿布達比直航，以色列開發冠狀病毒疫苗分享與投資，

合作能源與水利之外，對阿聯而言，這項交易的一個重要內

容是希望阿聯的公民能夠觀光耶路撒冷聖殿山上的阿克薩

清真寺。此協議受到中東國家埃及、阿曼、巴林等支持，根

據華盛頓與耶路撒冷消息，美國川普政府正在與其他海灣國

家進行談判，與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巴林很可能會是下一

個國家，讓我們關注禱告，並拭目以待神的作為。 

新聞日期：2020/8/14 

 

箴言 21: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 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禱告方向 

➢ 為亞伯拉罕協議禱告，接下來以色列與阿聯酋雙方簽署

協議各項目中，神做王掌權，保守一切在神公義與公平中

進行，我們要禱告，福音也能在此協議中開展順利，求主

預備人心轉回歸向祂。 



 

➢ 為波斯灣國家巴林禱告，願神恩待這個國家為主所用，為

能有許多國家與以色列聯盟，共同打擊恐怖主義與恐怖

份子，瓦解敗壞伊朗勢力。為神的真理與自由充滿在波斯

灣國家當中。 

 

 

2. 猶大和撒瑪利亞之地的猶太人被出賣？ 

新聞出處：Ynet News 

 

猶大與撒瑪利亞的猶太定居者抨擊了上周四宣布的亞伯拉

罕協議，都認為自己被總理納坦雅胡出賣了，當初為了選票

信誓旦旦地表明一定會將此部分地區的主權，歸還給猶太百

姓，不再是讓巴勒斯坦佔有，而今因著亞伯拉罕協議，使得

中東和平協議暫停，定居點猶太百姓認為暫停是說得好聽，

根本就是取消了。定居點猶太百姓呼籲總理履行諾言，將以

色列對西岸的主權歸屬給數以百萬的選民。任何關係的正常

化都不能以犧牲五十萬猶太定居者為代價。極右翼猶太定居

點許多年輕人非常極端且憤世嫉俗，我們需要為以色列求平

安止息紛爭禱告。 

新聞日期：2020/8/13 

 

詩篇 46:9-11 

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極；他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

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

上也被尊崇。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

避難所！ 

 



 

禱告方向 

➢ 為猶太定居點當中極右翼猶太百姓禱告，特別是年輕的

猶太百姓，求主止息 一切紛爭，使他們要休息，要知道

神的心意。 

➢ 為猶大與撒瑪利亞之地禱告，神的平安在其中，邀請聖靈

運行此地，使居住在這地的猶太百姓與巴勒斯坦百姓和

平相處，當地仍有許多和平相處美好見證。 

➢ 為當地的教會禱告，神使用弟兄姐妹傳福音力上加力、恩

上加恩；並預備人心悔改，得主救恩禱告。 

 

 

3. 禱告黎巴嫩百姓脫離真主黨轄制 

影片出處：以色列外交部 

 

真主黨是自 1982 年由伊朗資助成立什葉派伊斯蘭政治和軍

事恐怖組織，成立宗旨為是消滅以色列，將西方勢力趕出黎

巴嫩，殘害轄制黎巴嫩百姓已 38 年的恐怖組織，不僅拿著人

民的錢來購買軍力武器，拖垮了整個經濟，甚至現今面臨著

新冠病毒也束手無策，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是因著親真主黨

的內閣政府貪污腐敗，如今因著貝魯特爆炸，內閣全面下台，

黎巴嫩也即將面臨下一波選舉，然而是否能逃過真主黨的轄

制呢？願憐憫全能神上帝垂聽您我的禱告，瓦解這個處心積

慮想要消滅以色列的恐怖組織，釋放黎巴嫩百姓得見真光。

讓我們為黎巴嫩教會禱告，並參與奉獻行動，幫助我們主內

家人在爆炸案中重新建立。 

影片日期：2020/8/4 

 



 

馬可福音 4:27-29 

黑夜睡覺，白日起來，這種就發芽漸長，那人卻不曉得如何

這樣。地生五穀是出於自然的：先發苗，後長穗，再後穗上

結成飽滿的子粒；穀既熟了，就用鐮刀去割，因為收成的時

候到了。 

 

禱告方向 

➢ 為黎巴嫩教會在重建貝魯特許多的家庭與安慰人心禱告，

因著爆炸案尚有許多失蹤的親人，求聖靈親自安慰失去

親人朋友的家庭，求主賜給教會快齒打量的新器具，得人

如得於般的豐盛。並堅固教會手中所有的工作禱告。 

➢ 求主瓦解真主黨在黎巴嫩的勢力，新內閣能夠選出許多

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的官員。 

 

 

4. 台灣捐贈抗疫醫療物資給以色列 

出處：耶路撒冷郵報｜聯合新聞網 

 

以色列疫情嚴峻，駐以色列代表張國葆大使表示，已於 8/12

將 1 萬個 N95 口罩、8000 件隔離衣及 2000 件防護衣捐給以

色列夏米爾醫療中心(Shamir Medical Center)。捐贈會後台大

醫學雲林分會與以色列夏米爾醫療中心進行線上視訊直播

研討會，主題包括台灣和以色列在醫療上的準備與回應，以

及台灣和以色列因冠狀病毒而導致呼吸衰竭的重症監護；有

十多位台灣與以色列的醫生參加，夏米爾醫學中心主任歐絲

娜博士(Dr. Osnat Levitzon-Korach)和台灣代表張國葆大使也

在會中一起參加。 



 

根據聯合新聞網報導，張國葆大使指出，相較於其他國家，

台灣的疫情不嚴重，因此有餘力提供援助。這批醫療物品代

表台灣人民深厚情誼，期盼以色列第 2 波疫情儘快平息，未

來有更多台灣人能到以色列旅遊觀光。 

新聞日期：2020/8/14｜2020/8/12 

 

哥林多後書 1: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

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禱告方向 

➢ 感謝主使用台灣來祝福以色列，我們能夠在患難中，安慰

以色列是神給台灣的祝福。向主獻上感謝禱告。 

➢ 為台灣與以色列剛開完的線上視訊醫療會議禱告，所有

與會中分享的資訊都能繼續成為病患與醫療上的祝福。 

➢ 為以色列與全球盡快止息新冠肺炎禱告，神恩待以色列

開發新疫苗能夠祝福列國，使貧窮者也能有疫苗使用。 

 

 

5. 誰更有義？ 以色列 VS. 巴勒斯坦 

新聞出處：Hamodia 

 

根據猶太人的報紙希伯來語媒體報導，五名以色列邊防警察

上週四被指控濫用職權，穿著制服使用武器，利用巴勒斯坦

百姓非法進入以色列時，以檢查之名，實偷竊之行，在檢查

非法進入以色列的巴勒斯坦百姓的物品時，邊防警察將錢包

放入警車中。 



 

這些警察膽大包天的作為，是因仗著非法的巴勒斯坦百姓不

敢聲張，然而所有的行為都被針孔監控器錄製下來，這些警

員被指控犯有武裝搶劫，毆打，傷害，虐待等罪行。以色列

司法部已將其中四名被告在法庭上還押。以色列是個自由也

嘗試著想要行公義與公平的國家，若這件事雙方立場對調一

下，在巴勒斯坦的新聞媒體絕對是不會報導自己巴勒斯坦警

察濫用職權傷害猶太人的新聞。 

新聞日期：2020/8/14 

 

 

申命記 32:3-4 

我要宣告耶和華的名；你們要將大德歸與我們的神。他是磐

石，他的作為完全；他所行的無不公平，是誠實無偽的神，

又公義，又正直。 

 

禱告方向 

➢ 為猶太報紙媒體沒有掩蓋不法事實，司法判決有公平向

主獻上感恩，繼續為以色列有公義與公平判決守望。求主

恩待，因以色列是祂的產業，雅各是祂的百姓。 

➢ 為受傷的巴勒斯坦百姓禱告，求主安慰，挪去受害者的自

憐，能看見以色列司法有公正的判決。求主恩待猶太與巴

勒斯坦百姓，謙卑悔改回轉歸向主。 

 

 

 

 

 



 

6. 以色列抗疫被動疫苗治療成功 

新聞出處：Jewish Press 

 

大約三個月前，哈達薩醫學中心開始從康復的冠狀病毒患者

中收集富含抗體的血漿，目的是為重症患者提供治療。現今

來自耶路撒冷哈達薩醫院的好消息，接受被動疫苗治療的三

名冠狀病毒病患，現已完全康復出院。三名確診病患通過給

予外來的抗體免疫球蛋白 G(IgG)進行了實驗性被動疫苗治療，

已完全康復，這為其他患者帶來了希望。 

新聞日期：2020/8/13 

 

 

阿摩司書 2:18 

耶和華就為自己的地發熱心，憐恤他的百姓。 

 

禱告方向 

➢ 繼續為被動疫苗治療以及以色列研發新疫苗 10月份即將

進入人體試驗成功禱告，願主恩待在全球疫情下, 人心柔

軟歸主。 

➢ 為耶路撒冷哈達薩醫院裡面有許多猶太醫生與阿拉伯醫

生能夠和平相處向神獻上感謝，請繼續為裡面醫護人員

的主內家人們禱告，主不僅堅立他們手中的工作，並使他

們在團隊裡為主發光作鹽，成為主合用的器皿。 

 

  



 

被擄得釋放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聖經中「被擄」的意義 

離散：這是聖經中所發現最嚴厲的懲罰。在整個猶太民族源

遠流長的歷史中，真正讓猶太人民心中感到驚恐萬分的字眼

就是「被擄」：強行帶出應許之地，被帶到遙遠異國。但是，

當我們從聖經希伯來原文來檢視這個字眼時，會發現離散的

意思不只是遭到放逐… 

 

從「剪除」之意獲得啟示 

在整本聖經中，古代以色列先知一再向以色列百姓發出相同

的訊息，那就是：停止犯罪，否則上帝會容許外國軍隊來摧

毀以色列地 (Land of Israel)，並將你們擄到遙遠的國度，以此

懲罰你們。「被擄」的希伯來原文一詞是 galut ( גלות)，源自

於字根 GLH (גלה)，也就是「剪除」之意。相同的字根也可用

來表示「露出眼睛或耳朵」。換句話說，也就是「顯明真理」。 

 

先知發出的訊息 

因此，先知的末後信息會比乍看之下更為複雜。以色列百姓

被擄令人痛苦，但也會向所有看見的人顯明真理。在離散懲

罰結束之後，以色列百姓將帶著清潔的心，重新回到以色列

地。 



 

希伯來文是解開聖經的鑰匙 

經過 2000 年的被擄流亡後，以色列人重新回到以色列地，說

著以色列的語言：希伯來文。只有當您閱讀希伯來原文聖經

時，才能看到「被擄」一詞的複雜意義。我們邀請您繼續每

週閱覽台灣 ICEJ 電子報，一起學習聖經中希伯來文原意，願

神祝福我們並除去任何遮蔽明白神話語中真理的帕子。 

 

 

 

以賽亞書 45:13、24-25 

我憑公義興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

釋放我被擄的民；不是為工價，也不是為賞賜。這是萬軍之

耶和華說的。人論我說，公義、能力，惟獨在乎耶和華；人

都必歸向他。凡向他發怒的必至蒙羞。以色列的後裔都必因

耶和華得稱為義，並要誇耀。 

 

猶大書 1:20-21 

親愛的弟兄啊，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

裡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我們主耶穌基督的憐

憫，直到永生。 

 

  



 

親愛的天父，求祢打開我們屬靈的眼睛與耳朵，渴慕祢的話

語，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並使用祢的話語在聖靈裡禱

告，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因為祢說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發

出，使我們常在神的愛中，仰望祢的憐憫。藉由以色列被擄

得釋放，我們看見祢施恩的手，從來沒有離開過以色列，願

猶太百姓更多被主耶穌得著，公義、能力，惟獨在乎祢，願

猶太百姓因主耶穌基督之名得稱為義，回轉歸向祢；祢以慈

愛吸引祢的百姓。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Photo Credit: CBN News) 

  



 

讓每個移民家庭和單親家庭的小孩 

都有筆電能學習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CEJ News 

 

只要點一下就可輕鬆學習 

ICEJ 在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捐贈電腦給孩童 

 

 

 

冠狀病毒大流行某種程度打亂我們所有人的生活，包括一整

個世代的孩童被迫在家中進行遠端課程學習。但對於位在耶

路撒冷東部城市馬阿勒阿杜明 (Ma'ale Adumim)的弱勢家庭

孩童來說，當學校在以色列封城期間關閉後，他們就更能感

受到這種不便。這些孩童突然發現，自己必須承受無法上課

的壓力，因為在家中家人都沒有電腦。因此，他們落後那些

能夠在線上不斷學習的同學。 

https://youtu.be/SUHqJD1poXQ


 

以色列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 啟動了「為每位孩童提

供電腦」的計劃，確保每位孩童都能在自己家中使用電腦。

但要參與這項計劃，每個市政當局都必須為該市的弱勢家庭

購買電腦，每個家庭也要負擔些許費用。 

 

馬阿勒阿杜明市找出符合計劃資格的 75 個家庭。這些家庭

有許多是移民家庭和單親家庭。他們發現，這些人連負擔極

少的教科書和課外活動費用都感到困難，更遑論購買電腦。 

 

此外，由於冠狀病毒危機帶來的諸多挑戰，馬阿勒阿杜明市

正面臨預算吃緊的問題。儘管是以特別優惠價格提供這些電

腦，但這項計劃仍需要援助才能進行。因此，他們向 ICEJ 尋

求協助，我們很快就同意為 69 個家庭購買電腦。 

 

 

 

ICEJ 慈惠和回歸事工部副總裁妮可．尤得 (Nicole Yoder) 上

週在市長班尼．卡什雷爾 (Benny Kashriel) 主持的典禮上，將

電腦捐贈給這些學生。 



 

卡什雷爾市長對此表示感謝，感謝 ICEJ 和全球捐助者在這個

困難時刻仍伸出友誼的手。不僅提供這些電腦，最近幾個月

來，還為該市許多老人住戶提供熱食。 

 

可惜由於冠狀病毒限制令的緣故，限制在外聚會人數不可超

過 20 人，因此收到電腦的 69 個家庭中，只有三個家庭能夠

參與這次典禮，其餘家庭會在下週收到電腦。 

 

一名衣索比亞裔的以色列母親阿亞拉 (Ayala) 對此表示感激，

她說道：「言語不足以形容，這會為他們帶來多大的助益。」 

 

同時，美樂 (Meital) 是撫養三名孩子的單親媽媽，她談到獨

自撫養孩子是多麼地困難，因此她根本無力負擔這台電腦。

她的女兒巴蒂亞 (Batya) 也非常想從電腦上學習許多新知，

其中包括學習英語，並認為學會使用電腦並不難。 

 

每個收到電腦的家庭還可獲得網路連線服務，有技術人員協

助安裝電腦，並取得電腦相關基本操作說明。在不久後，他

們就能探索這個處處是機會的嶄新世界。 

 

妮可．尤得在典禮中分享她看到的以色列人，不論是專業醫

護人員或平常老百姓，都能夠在新冠肺炎威脅期間，運用所

學各樣知識、才能和力量來幫助他人，對此她深受激勵。她

表示：「提供這些電腦，是我們基督徒在這個危機時刻所能

盡的一份心力，讓年輕人能夠在充滿挑戰的時代繼續學習。」 

 

感謝您減輕這些家庭的經濟壓力，並參與投資以色列的未來！ 



 

讓我們繼續資助弱勢貧困在學兒童 

 

ICEJ 緊急救援基金 – 為貧困兒童線上奉獻 

 

為德魯茲孩童奉獻 

 

 

 

 

 

箴言 11:25、18:15-16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聰明人的心得

知識；智慧人的耳求知識。人的禮物為他開路，引他到高位

的人面前。 

 

歌羅西書 3:14 

在這一切之外，要存著愛心，愛心就是聯絡全德的。 

 

 

https://p.ecpay.com.tw/B7025
https://p.ecpay.com.tw/B7025
https://p.ecpay.com.tw/C9DF94E
https://youtu.be/Dxtj4PewZ-o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使用 ICEJ 祝福許多以色列弱勢貧困的家

庭，特別是在教育孩童上我們有此一份，祢使用我們成為祝

福人的器皿，我們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祝福所有被資助的孩子

們，這些電腦與其他教育上的硬體設備禮物為他們開路，讓

他們成為國家棟樑，不僅祝福自己的社群與國家，更是祝福

列國，成為神貴重的器皿。我們為著所有奉獻者禱告，神祢

使奉獻的教會弟兄姐妹們得豐裕與滋潤，祢使我們在助人上

更多地被祢的愛激勵與充滿。讓我們繼續存著愛心來祝福以

色列。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Photo Credit: IC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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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