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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標：美方促成以色列與蘇丹舉行 

歷史性會談 

在美國總統川普居中斡旋下，蘇丹總理哈姆杜克於上週五和

以色列與美國三方通話中，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同意簽署

協議，使兩國關係正常化。蘇丹將因此成為兩個月內第三個

與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國家，跟進阿聯和巴林的腳步。在未

來數週，蘇丹與以色列將開始就農業、經濟、貿易、航空、

移民等領域合作進行談判。此合作為蘇丹帶來的不僅是從以

色列來的祝福，更是美國將蘇丹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

刪除，全球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目前僅剩 4個國家，分別是北

韓、伊朗、敘利亞、蘇丹。這些國家以直接或間接的管道支

持恐怖主義提供金錢與武器，以及民兵，並任何形式的援助。

為蘇丹禱告，完全脫離恐怖主義的連結。以色列正在祝福列

國，讓我們拭目以待接下來的中東穆斯林國家。 

新聞出處：JP, TOI 

 

詩篇 67:3-4 

神啊，願列邦稱讚你！願萬民都稱讚你！願萬國都快樂歡呼；

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世上的萬國。 

 

禱告方向： 

➢ 為蘇丹繼續堅守與以色列和美國三方談定的正常化協議

守望，接下來數週內所談及的農業，經濟，貿易，航空，

移民等領域合作中，願神掌權。以色列幫助蘇丹脫離支持

恐怖主義的國家，禱告蘇丹的轉化能帶來影響其他中東

與北非的穆斯林國家。 



 

2. 主標：以色列與加薩哈瑪斯交戰原由 

加薩走廊恐怖份子向以色列南部發射火箭後，隨即以色列上

週二 20 日晚上襲擊加薩哈瑪斯地下軍事基礎設施。恐怖份

子發射火箭被以色列的鐵穹攔截，沒有百姓傷亡或房屋毀損

的報導。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已發現哈瑪斯恐怖份子從加薩

挖出一條通往以色列的隧道，數小時後加薩便發射火箭彈攻

擊以色列。軍方在一份聲明表示：加薩哈瑪斯恐怖政權開挖

通往以色列的隧道，此舉侵犯了以色列主權，企圖恐嚇我們

的平民，並濫用了國際人道主義援助。 

新聞出處：CBN NEWS 

 

 

詩篇 91:10 

禍患必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國防軍年輕士兵們禱告平安，任務出入敵方陣

營之際，都有神的保護與看守。 

➢ 為以色列南地鄰近加薩城市地區禱告，主釋放安息日的

安息在百姓裡面，常常數算主恩，神的力量與喜樂充滿在

以色列南地百姓裡，在危難時都能經歷有從主來的平安

與保護。禱告主幫助當地彌賽亞信徒教會，為主得人如得

魚般的豐盛。 

 

 



 

3. 主標：疫苗進程開始人體實驗 

以色列研發新冠病毒疫苗自 6月份宣布已成功完成對囓齒動

物的試驗後，即將在本週開始進行人體疫苗試驗，如此大好

消息於上週一 19 日由國防部長甘茨宣布此一進展。實驗室

由以色列政府資助，目前將疫苗取名為 Brilife, 這個字源自希

伯來文，有著健康，以色列，和生命之意。現今以色列疫情

造成 2,372 名病患死亡，數字仍不斷攀升，全球現今歐洲看

來又有病毒反撲現象，如果疫苗人體試驗成功，這對以色列

與列國都會是好消息。 

 

以色列不僅在開發疫苗上著力，更是在檢測病毒上為人類帶

來福祉，以色列創新科技公司研發測試病毒能夠在呼氣測試

中辨識出是否有 COVID-19 指數。上週新創公司宣布已成功

鑑定出許多生物標誌物的初始指標，可以在呼吸中繪製出是

否有感染新冠病毒，這可以實際應用在鑑定病毒的呼氣分析

儀測試。大家以後用呼氣就可以進行是否感染病毒來做出準

確與快速的診斷。以色列正在祝福列國興起發光中。 

 

新聞出處：CBN NEWS, TOI 

 

 

約翰福音 1:3-4 

萬物是藉著他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造的。

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禱告方向： 

➢ 為疫苗進入人體試驗成功並鑑定病毒的呼氣分析儀測試

順利得以成就禱告，上帝正在使用以色列祝福列國，禱告

Brilife疫苗研發成功，實際造福全球人類。 

 

 

 

以色列在巴林的秘密使館 

已運作 11年 
 

 
2020年 9月 15日，美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以色列和巴林等國國旗投射在

耶路撒冷舊城牆上。(Yonatan Sindel/Flash90) 

 

外交機構的存在是兩國關係正常化的結果。 

 



 

根據 Axios 網站媒體週三(10/21)的報導，雖然簽署《亞伯拉

罕協議(Abraham Accords)》象徵以色列與巴林兩國之間首次

的正式外交關係，但其實以色列國在巴林首都麥納瑪

(Manama)的秘密使館已運作了十多年。 

 

據報導指出，猶太國家致力與巴林建立寧靜外交關係已長達

11年，主要是透過在海灣國家註冊為「國際開發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的一家空殼公司。巴林

政府檔案將以色列使館註冊為一家提供行銷、廣告宣傳和投

資服務的公司，在該公司網站上介紹，這是一家顧問公司，

專為考慮投資該地區非石油產業的西方企業提供諮詢。 

 

不過，這個秘密外交機構一直被以色列政府列為機密，但隨

著「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KAN)」上週的簡短報導後才曝了光。 

 

根據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調查以色列與巴林十多年來的秘

密外交關係時發現，在 2007到 2008年間，巴林外交部長哈

立發(Khaled bin Ahmad Al Khalifa)與以色列前外長齊皮．利夫

尼女士(Tzipi Livni)進行一連串會議，在會中提出開設秘密使

館的想法。 

 

以色列安全官員表示，以色列是先關閉在卡達的使館，之後

才決定在麥納瑪開設使館。 

 

  



 

根據報導指出，以色列使館是在 2009年 7月 13日以知名空

殼公司「國際開發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名義註冊。雖然後來公司改名，但新名稱至

今仍是機密。 

 

以色列於週日(10/18)與巴林正式建交後，隨即向巴林正式發

函，要求在其首都麥納瑪設立大使館。 

 

 

翻譯：豐盛 |校稿：台灣 ICEJ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24NEWS|新聞日期：2020/10/22 

 

 

 

 

以賽亞書 62:10 

你們當從門經過經過，預備百姓的路；修築修築大道，撿去

石頭，為萬民豎立大旗。 

 

禱告方向： 

➢ 繼續為以色列和巴林外交禱告，不僅在各方領域上彼此

祝福，禱告福音大門也在此合作中敞開。 



 

以色列與中東開創新局面 
 

阿聯商業航班首次降落特拉維夫，巴林與以色列正式建交 

 

 
Photo Credit: Haim Zach (GPO) 

 

 

在美國斡旋下，就在以色列、阿聯和巴林簽署《亞伯拉罕協

議(Abraham Accords)》約一個月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商

業航班首次於週一上午(10/19)飛抵特拉維夫。 

 

阿提哈德航空(Etihad Airways)EY9607航班是在早上 7點左右

降落在本古里安機場，飛機上有以色列和阿聯酋的國旗。根

據《耶路撒冷郵報》的報導，這架班機載著阿聯酋觀光單位

的資深官員，希望能推動以色列與該海灣國家之間的往來旅

行。 

 

 



 

 

 

兩國同意每週能有 28個直飛班機來回特拉維夫和阿布達比，

作為兩國關係正常化後新協議的一部分。 

 

這也是阿聯的商業班機首次飛抵以色列領土。不過，今年稍

早，在兩國協議簽署前，就有兩架為巴勒斯坦人運送冠狀病

毒援助物資的阿聯貨機抵達以色列。 

 

 

 

https://youtu.be/o6unZCX0INI
https://youtu.be/CahFIEzIqas


 

週日(10/18)在海灣島國的首都麥納瑪(Manama)，由以色列和

巴林舉行的儀式上，兩國正式簽署外交條約。在《亞伯拉罕

協議》下，雙方關係又更進一步。 

 

以色列代表團會見巴林首長，簽署了這項協議，並樂見兩國

之間維持和平。他們共簽署了八份備忘錄(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誓言在貿易、通訊、農業，外交事務和外交

關係上進行合作。 

 

在與以色列外交部司長烏斯皮茲(Alon Ushpiz)和國安顧問本

沙巴特 (Meir Ben-Shabbat)共同舉行的儀式中，巴林外交部長

札亞尼 (Abdullatif Al-Zayan)表示：「這確實是一場歷史性的

訪問，能夠開啟兩國之間的關係。」 

 

本沙巴特(Ben-Shabbat)在離開特拉維夫準備前往麥納瑪之前 

，對記者表示，以色列和巴林首長計畫為協議順利進行共同

舉辦祈禱會。 

 

美國財政部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也參與在這項由美國

斡旋的協議簽署儀式。梅努欽表示：「能夠搭乘首趟飛往巴

林的商業航班來到這裡，我是格外激動。我要特別感謝以色

列總理和巴林國王大膽自信的領導，以及川普總統促成這事 

，讓我們在這個不可思議的重要時刻，簽署《亞伯拉罕協議》

與和平條約。」 

翻譯：豐盛|校稿：台灣 ICEJ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CBN NEWS|新聞日期：2020/10/19 

 



 

詩篇 133 

(大衛上行之詩。)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

的衣襟；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

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禱告方向： 

為以色列與中東與北非穆斯林國家關係愈發地能夠產生對

話，幫助穆斯林國家脫離伊斯蘭極權政治禱告，神正在興起

以色列祝福列國，求主幫助神的子民能夠在其中參與有份，

並帶領千夫長百夫長影響關鍵人物帶下翻轉與改革。禱告聖

靈吹起改革之風在中東這遍地土中，甦醒人心轉離惡行，願

神掌權以色列，有更多得救的靈魂，並祝福中東阿拉伯百姓。 

 

 
禱告福音興旺的靈(the spirit of blossom)充滿在以色列與中東。 

(Credit: CANWF in Jerusalem) 



 

以色列猶太婦女與單親媽媽的掙扎 

 

與單親媽媽一同撐起為生活掙扎的家 

 

 

 

今年五月，ICEJ 慈惠工作部門再次開始用三天的時間走訪以

色列，遞送食物包給許多單親家庭。其中大多是被困在不健

康婚姻裡的猶太單親媽媽，礙於宗教法律只給予男人離婚的

權利，她們想卻無法掙脫。 

 



 

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以色列失業率飆升，很多家庭非常

辛苦地維持生計。雪上加霜地是最近的疫情封鎖期間，並非

每個關上門的家都是安全的。數據顯示家庭暴力事件增加，

很多無力保護自己的女性和孩童面臨到受虐危機，實在令人

難過。其他人則是失去了來自先生和父親的任何支持。 

 

一名社會工作者告訴我們「芭特雅(Batya)」的故事，他所照

顧一名叫芭特雅(Batya)的婦女，她的婚姻生活一直相當美好，

直到先生出現強迫症以及重度恐懼症和焦慮症的病症。 

 

隨著先生的心理狀態愈來愈差，他開始不准自己的妻子碰觸

他們的孩子，因為孩子在公墓旁邊的學校上課，深怕妻子會

變得「不潔淨」。芭特雅(Batya)可以在早上準備孩子的午餐，

然而當孩子從學校回家，她就得被迫把自己關回房裡。長達

兩年的時間，這位母親不能抱自己的孩子，只能自己在房間

啜泣。 

 

芭特雅(Batya)最終鼓起了勇氣，離開這個讓人心碎的婚姻，

並得到孩子全部的監護權，但是她的正統派猶太教先生仍不

願意和她離婚。她現在還在憂鬱、愧疚和自我價值低落的感

受裡掙扎。 

 

對以色列的猶太人來說，宗教法庭按著猶太律法處理結婚和

離婚的議題，並且只有男人可以行使與妻子離婚的權利。這

樣的現實狀況，導致許多被稱作(agunot「意指被遺棄的妻子」)

的婦女處在受虐邊緣，也被迫和毫無歡欣又根本行不通的婚

姻綁在一起。 



 

這樣的婦女無法再娶，也不可能生更多孩子，即使她們的另

一半可以選擇繼續過自己的生活，甚至組成新的家庭。她們

的男人也時常拒絕提供經濟援助給這個家庭、自己的孩子。 

 

調查顯示有 19%的猶太女性會在離婚過程被打回票，拒絕給

她們離婚證書。光是在以色列，每年就有將近 3,000 位女性

受到這樣的對待。這些女性多半都感到很孤單且深受折磨，

每個家庭的破碎都是讓人感到悲傷的。然而，看到有「被遺

棄的妻子(agunot)」勇敢尋求幫助，並想辦法在沒有父親的幫

忙下，保護和供給孩子的需要，仍然相當振奮人心。 

 

當我們從這個城市走到那個城市，這個家走到那個家，沿路

發送食物包。有些 agunot母親找不到能夠表達感激的字句，

就只能微微的一笑。其他人則會擁抱並邀請我們進家門喝點

東西。 

 

另一位母親，伊蘭妮特(Ilanit)也分享她辛苦的人生。她和 12

歲的兒子但以理(Daniel)，這陣子都在參加心理治療療程，期

望解決在心裡留下的情感傷疤。儘管如此，伊蘭妮特(Ilanit)和

她的兒子都有燦爛漂亮的笑容和積極正向的心；我們的食物

包為有需要的人帶來了很多快樂。 

 

但以理(Daniel)立刻伸手過去調查食物包的內容，接著興奮地

又跳又蹦，因為他發現了自己最愛的東西，例如：義大利麵、

紅茶和巧克力。就在當下，這個家庭立刻決定晚餐就要吃義

大利麵。在我們走回車子的時候，但以理(Daniel)還陪伴我們

並不斷的表達感謝。 



 

伊蘭妮特(Ilanit)毫不掩飾對上帝的信心和讚美，就在我們彼

此談論時，她這樣說：「情況一定會愈來愈好！上帝有一個

計畫並且守護著我們，想到上帝對我的照顧，我的心就滿溢

著深深的感謝。」 

 

結束這段長旅程返家，我們的心因著各地基督徒友人的慷慨

而充滿感激。儘管最近這幾個月對他們來說很挑戰，我們卻

因此能夠鼓勵且為單親媽媽帶來實質的幫助，讓她們在困難

的經濟環境中能餵飽自己的孩子。 

 

邀請您加入我們，持續帶給伊蘭妮特與但以理這樣的家庭希

望！讓我們幫助他們，今天就做出改變，從這裡開始參與奉

獻支持幫助單親媽媽，請點擊 為 ICEJ緊急救援基金奉獻  

 

翻譯：莊堯亭 |校稿：台灣 ICEJ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CEJ NEWS｜ICEJ AID Staff 

新聞日期：2020/7-8 Magazine 

 

詩篇 147:9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 

 

禱告方向： 

➢ 禱告主幫助以色列政府正視猶太教徒婦女受到家暴、遺

棄的問題，並能夠有效解決，求主恩待如同伊蘭妮特與但

以理這樣的家庭，扶持孤兒寡婦，我們的神保護寄居的，

將這些孤兒寡婦在主的遮蔽之下，並有機會聽聞福音，認

識耶穌基督為生命中的至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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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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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