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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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ch?v=B6esnUHyZKk&feature=youtu.be


1. 主標：海灣與以色列婦女論壇

耶路撒冷副市長芙蓉女士(Fleur Hassan-Nahoum)最近到杜拜

參加海灣與以色列婦女論壇首次會議，該組織是因著阿聯與

以色列簽署亞伯拉罕協定之後而建立的，副市長表示，這一

年在中東的成就是難以令人想像的，她盼望從猶太與阿拉伯

婦女之間開始建立暖和平，雙方建立信任的方式，並瞭解與

認同甚而鼓勵雙方彼此文化差異，副市長表示，這將是一段

美好的長期合作。 

耶路撒冷副市長芙蓉女士與猶太婦女商業網絡的創始人賈

斯汀．茲韋林(Justine Zwerling)共同發起了海灣婦女論壇，目

標在於團結中東婦女關係，友誼和商業方面。芙蓉女士向媒

體表示，以色列和阿聯是中東兩個最先進的經濟國家，我們

可以互惠互利。我相信阿聯酋可以教我們很多有關基礎設施

發展的知識，也可以成為以色列產品和市場在東方的樞紐和

門戶，而我認為以色列可以在解決問題的創新技術上提供很

多方案。女性更有同情心，我們很快能夠達成共識；我們是

母親，是姐妹，我認為女人之間有容易了解的天性，知道如

何很好地建立關係和人脈。 

海灣與以色列婦女論壇，也將會有巴林和其他中東國家婦女

加入，旅遊業和技術是以色列和阿聯可能合作的兩個主領域 

，當然也可以一起解決農業和水問題的技術; 副市長芙蓉女

士接續著指出，耶路撒冷擁有大量阿拉伯人口，她相信與海

灣國家的這種聯繫對他們有利。我認為東耶路撒冷的阿拉伯

人是通往海灣的天然橋樑。 



我們有一個佔了 37％ 的年輕又充滿活力的阿拉伯語的人口 

，這些人民將來會慢慢加入這個新興國家的繁榮。東耶路撒

冷可以成為中東語言和文化的研究中心。這將會對我們所有

人都有利。 

新聞出處：CBN NEWS 

以賽亞書 9:6-7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

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

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軍之

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禱告方向： 

➢ 為海灣與以色列婦女論壇成功建立祝福萬民禱告，雙方

互惠互利造福阿拉伯百姓與巴勒斯坦和猶太百姓，特別

是年輕一代的孩子們，我們禱告此婦女論壇被主使用，成

就很多又善又美的計畫來造福百姓。

2. 主標：橄欖樹的鬥爭

對於許多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來說，橄欖樹既是尊敬的文化象

徵，也是經濟上的必需品，但它也成為巴勒斯坦百姓與以色

列定居者都為他們都聲稱擁有的土地而鬥爭的焦點。根據聯

合國報告，自三週前開始採伐以來，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

農民擁有的一千多棵樹被燒毀或破壞。 



然而，西岸主要定居者委員會猶太人表示，大多數指控來自

可疑的消息來源，這些都是猶太極端主義在挑釁，並利用收

成季節來煽動以色列定居點百姓。目前仍有一些以色列激進

份子仍在部署。 

因著新冠疫情，外國人不可能進來定居點，以色列人就更難。

定居點附近地區的橄欖農表示，他們每年都面臨如此問題。

就聯合國人道協調廳表示，靠近巴勒斯坦拉馬拉城市的布爾

卡村莊(Burqa Village)定居點，這裡的猶太激進份子三度向巴

勒斯坦橄欖採摘者扔石頭並進行毆打，引發衝突。 

而約旦河西岸 300 萬巴勒斯坦人中，約有 43 萬猶太定居者

居住這地，猶太人也常成為巴勒斯坦極端份子刺傷，攻擊和

襲擊汽車的目標。讓我們為猶大和撒瑪利亞地區猶太人與巴

勒斯坦人雙方百姓能夠認識耶穌禱告，求主恩待憐憫雙方百

姓。 

新聞出處：Ynet News 

詩篇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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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布爾卡猶太定居點禱告，這裡的猶太激進份子極為兇

狠，求主改變他們，使他們被神的話再次洗滌潔淨，不再

活在宗教與自義的裡面，拆毀裡面的驕傲堅固營壘，保守

他們的心懷意念，聖靈親自造訪他們，使猶太激進份子更

新與悔改。求主興起許多美好的見證，在不同的定居點，

有善良並恩待巴勒斯坦貧困家庭的猶太業主，常常照顧

巴勒斯坦百姓並存為佳話，為雙方百姓能夠活出弟兄和

睦同居的美善禱告。

3. 主標：耶路撒冷鹿谷公園

是什麼動物能夠與耶路撒冷並存，人們也非常喜愛牠們呢？

感謝耶路撒冷鹿谷公園(פארק עמק  הצבאים)提供寶貴的影片，

在這支影片中，我們看到從耶路撒冷一所房屋內拍攝了生活

在耶路撒冷鹿谷的鹿群們，在這裡城市和大自然的聲音融合

在一起，與鹿並存，堪稱耶路撒冷另類美景呢！如果喜歡，

記得到鹿谷公園官方 Youtube 頻道點擊按讚喔！ 

耶路撒冷鹿谷公園 Youtube 官方頻道 

影片出處： הצבאים  עמק פארק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MoXoz3_Iekyj0C71DKeW_Q


創世記 1:24-25 

神說：地要生出活物來，各從其類；牲畜、昆蟲、野獸，各

從其類。事就這樣成了。於是神造出野獸，各從其類；牲畜，

各從其類；地上一切昆蟲，各從其類。神看著是好的。 

禱告方向： 

➢ 神所創造真為美好，為華人教會禱告，神給我們美好的眼

光看待猶太百姓與巴勒斯坦百姓，我們與雙方百姓合一

不是因著人們給我們的回饋，而是單單因著耶穌。求主恩

待華人教會，更多地為耶路撒冷祝福，安慰主自己的百姓。 

4. 主標：阿拉伯裔的好撒瑪利亞人

一名阿拉伯承包商拉米．依赫亞(Rami Yihya)開放了一個空間

給撒瑪利亞地區的猶太人使用，當他知道這是葉門回歸的猶

太會堂，並且是為了祈禱而裝潢的地方，立刻捐贈了所有的

材料和裝潢工作時間。阿拉伯承包商拉米表示，這是一個聖

地，我奉獻給他們，上帝會付錢給我的。他進一步表示，去

年三月一名拉比遭受恐怖份子襲擊身亡後，留下了 12 名孩

子，他來到拉比家中看見 12 個孩子躺在地板上的床墊睡覺，

他不僅為孩子們購買床，也為房子重新粉刷；並每週探訪這

家人。他的善舉受到猶太社區百姓的歡迎。神正在猶大和撒

瑪利亞改變，讓我們繼續禱告。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詩篇 16:2-3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

以外。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 

禱告方向： 

➢ 為猶太百姓與阿拉伯百姓和平共存禱告，願神將愛猶太

百姓的心放在巴勒斯坦百姓裡面。那敬畏神的，神必高舉

他；為拉米．依赫亞這位心中有神的承包商禱告，凡憐恤

人的，這人必蒙憐恤，神使他繼續在自己家族與鄰舍當中

為主做美好的見證，使他因著愛神愛猶太人的心，自己的

事業也蒙恩。

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合一禱告。(Photo Credit: Kehila News) 



歐洲猶太人口創下千年來新低 

根據倫敦猶太人政策研究機構的最新研究顯示，現今在歐洲

大陸包括英國、俄羅斯和土耳其在內的猶太人口數，與 1170

年著名猶太旅行家「圖德拉的班傑明」在文中引用的數字相

同。 

主後 1889-1890 年間建立，法國埃佩爾奈猶太大會堂(Synagogue - Epernay, 

France)。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納粹摧毀。(Credit: WAYMARKING) 

為在倫敦的猶太人政策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Jewish Policy 

Research) 於週日(10/25)發表的一項最新研究顯示，現今在

歐洲包括英國、土耳其和俄羅斯在內的猶太人口數已降至千

年來新低。根據這項研究結果，目前在歐洲生活且自認為猶

太人的人口只有 130 萬人。



這個數字與 1170 年著名猶太旅行家與學者「圖德拉的班傑

明」(Benjamin of Tudela)計算出的猶太人口數相同。 

該研究指出，自 1970 年以來，歐洲流失約 60%的猶太人口。

在 1970 年，有 320 萬猶太人居住在歐洲。這項研究顯示，在

鐵幕(Iron Curtain) 瓦解後，有150萬名猶太人選擇離開歐洲。 

除了上一波移民之外，西歐國家例如法國的猶太人也都相繼

離開。1970 年，在法國有 53 萬猶太人，如今只剩下 449,000

名猶太人仍住在法國。受到法國反猶太主義的影響，總計有

51,455 名法國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其他人則移民到加拿大。 

研究還發現，在德國的 118,000 名猶太人中，40%的年齡在

65 歲以上，而年齡在 15 歲以下的猶太人口只剩下 10%，這

表示德國的猶太人口正在老化，而且人數正逐年減少。 

經常受到反猶主義高漲，在德國年輕猶太人何去何從？(Photo Credit: WJC) 



該機構是根據 2018 年歐盟人口普查資料，以及歐洲猶太社

區所做的深入研究完成這份研究報告。相較於其他一些猶太

機構引用的統計資料，這項研究顯示當今生活在歐洲的猶太

人前景並不樂觀。例如，歐洲猶太人大會(European Jewish 

Congress)引用歐洲猶太人口有超過 190 萬，但世界猶太人大

會 (World Jewish Congress)認為是 1,438,000 人。 

猶太人政策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認為，猶太人從許多歐洲國

家「悄悄」移民，是因為日益嚴重的反猶太主義與其他因素

影響，包括與當地人同化造成猶太社區瓦解。1970 年，有

39,000 名猶太人住在土耳其，如今只剩下 14,600 名猶太人稱

土耳其為家，許多人是因為土耳其總統艾爾段 (Recep Tayyip 

Erdogan) 推行的政策而離開。 

另外，通婚也對猶太社區帶來影響。在波蘭，有 70%的猶太

人與非猶太人結婚。在匈牙利這個數字為 50%。在荷蘭、丹

麥和瑞典，有一半的猶太人和猶太社區以外的人結婚。在法

國，有 31%的猶太人與非猶太伴侶結婚。在英國，有 24%的

猶太人與非猶太伴侶結婚。比利時是猶太正統派哈雷迪

(Haredi)的大本營，通婚比率為 14%。 

研究中也提到另一項有趣的數字，雖然是針對以色列的報告 

，只有 7 萬名以色列人選擇歐洲作為他們的永久居所。其中

在英國有 18,000 人，德國有 1 萬人，法國有 9 千人，荷蘭有

6 千人。



翻譯：豐盛 | 校稿：台灣 ICEJ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SRAEL HAYOM |新聞日期：2020/10/25 

詩篇 124:6-8 

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他沒有把我們當野食交給他們吞吃

(原文是牙齒)。我們好像雀鳥，從捕鳥人的網羅裡逃脫；網

羅破裂，我們逃脫了。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

和華的名。 

禱告方向： 

➢ 為歐洲猶太人生命安全與回歸禱告，神親自牽引他們的

腳蹤回歸以色列，將急迫回歸的心放在他們裡面，幫助猶

太年輕人儘早規劃回歸行程。為歐洲反猶主義高漲禱告，

任何想要偷竊殺害毀壞猶太人的計謀，我們禱告一一被

主識破且無法得逞，求主在校園與猶太社區裡四圍安營

保護猶太人。



美國護照與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關係 

耶路撒冷出生的美國公民可望在護照上註明「以色列」 

川普政府推翻美國多年來的政策，在週四(10/29)宣布，耶路

撒冷出生的美國公民可望在護照上將以色列註明為出生所

在國。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在一項聲明中表示：「我很

高興宣布，秉持川普總統一貫的政策立場，在耶路撒冷出生

的美國公民，現可選擇在護照上將「耶路撒冷」或「以色列」

列為出生地。我們仍將持續維護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

的永久和平。」 



耶路撒冷長久以來是以巴衝突的一部分，這座聖城的地位一

直存在爭議，因此先前出生在耶路撒冷的美國人，在護照上

不能寫上「以色列」。這項政策調整能夠讓川普政府在大選

前，拉攏親以色列的福音派基督徒。 

2017 年 12 月，美國總統川普正式宣布，美國承認耶路撒冷

為以色列首都，並將美國大使館遷至該地。 

這次更換護照是川普政府在大選前，一連串中東重大行動中

採取的最新動作。美國政府在週四(10/29)宣布，取消對戈蘭

高地與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科研機構挹注聯邦資金的限制，

巴勒斯坦視這些地區為未來獨立建國的領土一部分。



美國還促成以色列與中東穆斯林鄰國之間的歷史和平協議，

其中包括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和蘇丹。川普總統在本週

表示，大選過後，至少還有五個穆斯林國家會加入這份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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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0/29 

詩篇 65:5-8 

拯救我們的神阿, 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們, 你本是一切

地極和海上遠處的人所倚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 就用力量

安定諸山。使諸海的響聲, 和其中波浪的響聲, 並萬民的喧

嘩都平靜了。住在地極的人, 因你的神蹟懼怕, 因你的神蹟

懼怕, 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 

禱告方向： 

➢ 為目前美國正與五個中東北非穆斯林國家接觸和以色列

建立正常化關係協議禱告，求主促成這件美事，祝福這些

正在商談的國家成為神手中使用的器皿，與神眼中的瞳

人連結，同來祝福猶太與穆斯林百姓。為美國公民在以色

列耶路撒冷出生者，在護照上可註明以色列或耶路撒冷

這件美事上, 我們禱告所有神計畫在中東發生的事，都在

對的時刻生產，將神所促成的外交協議都一一實現。禱告

美國與以色列並其他中東穆斯林國家，禱告所有的連結

都成為祝福宣教的門戶。



為以色列北部邊防禱告與奉獻 

庇護以色列北部易受攻擊邊境城鎮 

ICEJ 捐贈防彈掩體給以色列北部與

黎巴嫩交界附近的社區文化中心 

赫爾菲什(Hurfeish)位在以色列北部距離與黎巴嫩邊界不到

四公里，這個城鎮是以色列德魯茲人(Druze)和基督徒的聚居

地。以色列少數民族德魯茲人對以色列特別忠誠，認為在以

色列國防軍(IDF)服役是一項極大榮譽。許多人服完兵役後，

仍繼續從事保全工作。 



雖然赫爾菲什的德魯茲人和基督徒居民能和平共處，但社區

仍面臨嚴重的外部威脅。由於赫爾菲什就在真主黨飛彈的射

程範圍，讓當地居民持續活在恐懼中，深怕黎巴嫩邊界附近

活動的真主黨恐怖份子決定朝以色列發射飛彈！事實上，他

們只有幾秒鐘時間能夠尋找掩護。 

以色列整個北部邊界地區位在丘陵、森林地帶，零星出現像

赫爾菲什這樣風景優美的村莊。這個地區約有 25 萬居民，有

猶太人、德魯茲人和阿拉伯基督徒等族群居住的城鎮和農村

社區。這些地方有一個共通特色，就是當地居民缺少足夠的

防彈掩體。 

最近以色列在邊界地區與真主黨關係陷入緊張，當地議會領

袖得知，ICEJ 曾在以色列南部加薩邊界一帶的動盪地區，為

以色列社區裝設超過 110 座可攜式防彈掩體。因此他們邀請

ICEJ 代表團訪問該地區，並考慮在以色列北部捐贈防彈掩體。 

在評估他們的需求後，ICEJ 決定以赫爾菲什做為第一個接受

防彈掩體捐贈的城鎮。赫爾菲什的重要場所就是社區文化中

心。通常，這裡有各式活動進行，場地包括戶外運動設施，

以及舉辦公眾活動、日常活動與教育課程的室內社區中心。

在基督徒的慷慨捐助支持下，ICEJ 最近得以在該活動設施裝

設兩座防彈掩體，讓人安心享受並使用該場地。 



遺憾的是，在運送防彈掩體的過程出了意外。卡車載著兩座

可攜式重型防彈掩體行經上坡路段，準備開往赫爾菲什的途

中，駕駛為了閃避突然從他前頭切入的機車騎士，不得不緊

急煞車並轉彎，雖然機車騎士沒有大礙，但卡車載送的掩體

每座重達 23 公噸，飛進鄰近的田裡！所幸無人員受傷，不過

防彈掩體現在平躺在一旁。 

警方隨後展開調查，同時由一名獨立工程師檢查掩體結構的

損壞情形。值得欣慰的是，只有表面受損，足以證明這些掩

體韌性十足能提供性命保護！防彈掩體經過重新粉刷後，又

重新裝上卡車，並安全地送達等候已久的赫爾菲什社區。 

ICEJ 慈惠和回歸事工部副總裁妮可．約德(Nicole Yoder)很興

奮看到防彈掩體終於裝設在該地文化中心與鄰近運動場旁，

掩體捐贈牌上寫著感謝德國 ICEJ 提供捐贈，促成一樁美事。



赫爾菲什還有一座城鎮教堂，是當地阿拉伯基督徒聚會和參

加活動的場所。ICEJ 希望在該城鎮展開第二項計劃，期盼在

其他無防禦設施的場所裝設更多掩體。 

這項掩體需求依然迫切，由於真主黨濫用公款，讓黎巴嫩陷

入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有分析師認為，什葉派恐怖民兵可

能會對以色列發動戰爭，希望從自身的國內問題中脫身。以

色列國防軍就在本週舉行大型的軍事演習，希望為類似衝突

做好準備；但當地居民需要更多時間完成防彈掩體建置。 

以色列國家審計長(State Comptroller)近期發出一份報告中警

告，以色列北部 260 萬居民缺少有效的防彈掩體。由於以色

列國防軍的鐵穹防禦系統(Iron Dome)砲台無法攔截短程火箭 

，因此地處邊界一帶的城鎮對掩體的需求最為迫切。這些城

鎮急需要資金，才能為社區提供更理想的保護。ICEJ 感謝在

世界各地的朋友，讓我們能夠為當地居民提供迫切需要的防

彈掩體。 

請考慮給予慷慨奉獻，協助保護以色列北部易受攻擊傷害的

邊境社區。 

線上奉獻 

其他奉獻方式 

https://p.ecpay.com.tw/F6D8692
https://www.icej.org.tw/奉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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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萬軍之神啊，哪一個大能者像你耶和華？你的信實是

在你的四圍。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北方與黎巴嫩邊境的城市地區禱告，特別為北

方易受攻擊的德魯茲與基督徒並少數猶太社區守望，有

主的保護與平安在這地。為此地駐防的士兵將領代禱，主

賜給他們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般的能力與智慧，或出或

入都有從神來的庇護。為北部邊防社區都有足夠的防彈

掩體(防空洞)禱告。



即使有攔阻，夢想仍能實現。多年來，弗雷曼(Fraerman)一家

人懷著夢想回歸以色列故土，儘管 2020 年對他們來說面臨

著獨特的挑戰，但在 ICEJ 的幫助下，他們已看到夢想得以實

現。現在，邀請您為了幫助將上帝的子民帶回以色列，請加

入關懷支持猶太人回歸 https://www.icej.org.tw/aliyah/ 

線上奉獻支持猶太人回歸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其他方式 

https://www.icej.org.tw/aliyah/
https://p.ecpay.com.tw/8DA7B
https://p.ecpay.com.tw/8DA7B
https://www.icej.org.tw/奉獻方式/
https://youtu.be/jy287J374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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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