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雖有艱難卻是恩典滿滿 

回顧過去一年 

ICEJ 如何應對 2020 年空前的挑戰 

 

2020.12.17   猶太曆 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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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e6YIV8gZhWU


 

當我們回顧過去這 12 個月，以色列與世界各地在 2020 年都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迎接這場挑戰，並在一些關鍵事工領域上達成比以往更多的

成就。 

 

 

 

一月 

 

新年一開始，耶路撒冷的工作人員開始一個月的同心禱告，

接著 ICEJ 接待來自以色列和國外約 100 名牧者和事工領袖，

參加我們一年一度的 Envision 特會，特會中有豐富的聖經教

導，當前局勢時事簡報，接觸當地以色列人，以及參訪聖經

遺址與以色列政府機關的特別行程。 

 



 

 

 

二月 

 

ICEJ 各地領袖在耶路撒冷聚會，計劃今年住棚節 40 週年慶

典。但 ICEJ 挪威分部負責人也從先知哈巴谷領受話語，談到

即將發生的巨大「震動」；就在幾天後，新冠病毒就開始蔓

延開來。 

 

 



 

三月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威脅，迫使以色列人待在家中，因此 ICEJ

變得比以往更為忙碌，忙著為窮人提供食物，協助封城中的

年長者。我們也開始協助來自俄羅斯、烏克蘭和衣索比亞的

數百名猶太新移民，搭上猶太回歸的緊急班機，將他們送回

以色列。 

 

 

 

四月 

 

儘管逾越節假期實施嚴格的封城措施，但在逾越節（Pesach）

期間，ICEJ 較以往更需要照料及提供食物給更多以色列人，

其中包括數百名猶太大屠殺倖存者，以及其他被關在家中的

以色列年長者。 

 



 

 

 

五月 

 

5 月底正值 ICEJ 猶太回歸事工 30 周年。儘管因為新冠肺炎疫

情實施旅遊禁令，但在 ICEJ 的贊助下，一架從俄羅斯起飛的

特別包機，帶著新增的數百名猶太移民飛往以色列。感謝主，

因著台灣教會與弟兄姐妹們奉獻支持猶太人回歸，台灣 ICEJ

在接下來 6 月 9 日奉獻支持 46 位俄羅斯猶太人回歸班機機

票費用與檢疫費用。 

 



 

六月 

 

隨著過去每一週在全球各地皆出現健康危機，ICEJ 密集推出

線上禱告活動，包括每週的全球禱告聚會（Global Prayer 

Gathering），以及在六月份首次推出的月朔（Rosh Chodesh）

線上禱告會。 

 

 

 

七月 

 

到了 7月，儘管因為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各地皆實施旅遊禁令，

ICEJ 還是贊助 85 趟直航和轉機班機。在今年就從俄羅斯、烏

克蘭、白俄羅斯和衣索比亞帶回 1,000 多名猶太新移民。 

 



 

 

 

八月 

 

8 月初在貝魯特港口發生大爆炸後，ICEJ 就募得超過 35,000

美元的捐款，幫助黎巴嫩幾間教會、禱告殿和其他事工，修

復受損的設施，並以基督徒有力的見證，關懷當地社區。 

 

 

 



 

九月 

 

在一份致丹麥聖經公會（Danish Bible Society）的全球請願書

中，ICEJ 收到來自 130 個國家的 10 萬多個簽名，強烈要求丹

麥聖經公會收回引發爭議的新版聖經譯本，在該譯本的新舊

約中，數百處提到「以色列」的字眼都遭到刪除或代換。 

 

 

 

 

十月 

 

由於以色列的旅遊禁令不允許外國遊客入境，因此 ICEJ 將一

年一度的住棚節慶典改為全球線上聚會，較以往提供更多講

員、敬拜歌手和研討會，還有來自更多國家的觀眾參加。 



 

 

 

十一月 

 

ICEJ 在海法大屠殺倖存者之家的翻修和擴建工程已接近完工 

，我們的志工團隊從 2010 年開始，就在特殊生活輔助住宅

內持續照顧超過 65 位年長住戶。在過去十年內，從原本幾間

不起眼的公寓，發展成分布在十幾棟建築內的大型專案，現

在提供包括社區食堂、博物館和活動中心等設施。 

 

 



 

十二月 

 

年底前，ICEJ 將贊助數百名衣索比亞猶太人的航班，在新一

波猶太回歸浪潮中，他們是這個古老以色列社區中僅存的最

後一批猶太人。 

 

儘管我們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但這些例子都是過去一年來

眾多專案，活動與其他事工的精彩回顧。因為你們的支持，

讓我們能夠幫助猶太人返鄉，協助他們定居在以色列的土地

上，照顧猶太大屠殺倖存者，保護脆弱的以色列社區，並影

響世界各地的教會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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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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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禱告方向： 

➢ 為台灣與華人眾教會在現今時刻與神同工將猶太人帶回

應許之地向主獻上感謝，感謝主使用台灣 ICEJ 安慰神的

百姓，我們真看見與主同工真為美好，同時我們也向主獻

上感恩，這一路有被神託付的教會一起來祝福猶太阿利

亞，大屠殺倖存者與其他在以色列弱勢貧困的家庭，願主

繼續恩待祂名下的子民，垂聽教會禱告，帶領更多猶太百

姓回家。 

 

 
列國萬民與猶太人一起等候主再來，讓我們一起為猶太人救恩禱告。(Photo 

Credit: Fonteva) 

 

  



 

瑪拿西支派漫長的返鄉之路 

 

失落的以色列支派將結束長達 2700 年的漂流 

 

 

 

歷經 2700 年來崎嶇漫長的漂流，250 位瑪拿西支派的印度猶

太人即將抵達以色列，這個以色列支派還有 7,000 多人仍在

印度等待返鄉。 

 

瑪拿西支派的故事是從西元前 732 年開始，當時亞述帝國俘

虜了瑪拿西與其他以色列支派，並將他們重新安置在今天的

伊拉克和伊朗。聖經告訴我們，他們被安置在「哈臘與歌散

的哈博河邊，並米底亞人的城邑。」(列王記下 17：6；歷代

志上 5:26) 



 

根據聖經歷代志上和其他資料來源顯示，他們就一直待在當

地，直到約西元前 323 年亞歷山大大帝遠征時期。當亞歷山

大開始征服波斯，為了躲避希臘人的奴役，瑪拿西支派的人

便逃往北方，然後逃向東方避難。 

 

相傳他們沿著絲路前行，最後抵達中國，形成後來我們熟知

的開封猶太社區中的一部分。根據開封猶太人的早期石碑，

在漢朝時期(約在西元前206年到220年)中國就有以色列人。

在 1512 年豎起的一座石碑上，詳細記載著靠近烏茲別克 

(Uzbekistan) 邊界的中國西部地區，早就有猶太人存在。 

 

 

 

2004 年在印度進行的法醫 DNA 檢驗雖未經過證實，但檢測

結果顯示一些當地印度瑪拿西支派婦女的女性線粒體 DNA

與中亞猶太社區婦女的 DNA 相似，因此這段歷史成了這項

DNA 檢測結果的最佳佐證。 

 

烏茲別克位於中亞，而絲路就是一路從開封通向耶路撒冷，

正好經過烏茲別克的中心地帶。猶太人確實被視為絲路上最

成功的商人之一。 



 

 

在中國開封猶太博物館的

牆上還貼著一張地圖，點

出中國與中亞最早的猶太

社區位置。這名作家在

1993 年訪問開封期間，看

到這張地圖與石碑，同時

拜訪當地的猶太餘民，並

和他們談論回歸以色列的

可能性。 

 

根據 1512 年的開封碑文 (Kaifeng Stele)，這個猶太社區認定

他們的故鄉是在中國西部，如同詩篇 104：8-10 經文中的預

言，是定居在塔克拉瑪干沙漠的外圍地帶。 

 

漢朝將軍李廣利在西元前 108 年的一次軍事遠征中，在此地

發現猶太人。漢帝國在西元二世紀開始走向衰敗，隨著漢朝

軍隊開始從西部地區撤軍，猶太人也跟著遷徙到中國偏中部

地區；因為他們寧願接受漢朝統治者的保護，也不願生活在

韃靼人的統治下。因此，他們向東遷徙，來到今天稱為甘肅

省的地區。根據布瑪拿西支派的人的說法，這個支派是在西

元 231 年移居到開封。 

 

漢朝之後的朝代歷經內亂外患以及與周邊外族的爭戰。從瑪

拿西支派人的描述告訴我們，他們後來被迫漂流，而且中國

皇帝拿走他們的聖書，也就是《妥拉》(指摩西五經)書卷。 

 



 

在失去《妥拉》之後，又再次漂流。對於這段時期，我們所

知不多，除了根據他們的傳說，在他們去到印度和緬甸之前，

有一段時間是住在洞穴內。因此，他們被稱為「新隆」

(Shinlung)，意思是洞穴之谷，是他們曾經的避難居所。 

 

最後他們定居在印度東北部的米佐拉姆邦 (Mizoram) 和曼

尼普爾邦 (Manipur)，他們沒有任何聖書或書寫歷史，但他們

的祭司以口述方式持續將他們的傳統傳承下去，其中包括舉

行禮拜的儀式，一直到十九世紀初。 

 

1813 年，英國宣教士獲准進入該地區，在那裏重新發現這個

族群。由這些浸信會宣教士率先報告，他們可能發現以色列

消失支派 (Lost Tribes) 的後裔。 

 

瑪拿西支派人流傳著一項傳說，即使中國皇帝拿走他們的聖

書，有一天，有白人會歸還此書；那名白人會是從歐洲來的

基督徒宣教士。 

 

隨後在 19 世紀末，威爾斯大復興差派宣教士抵達當地，在這

個地區，許多人很快就接受基督教信仰，也包括許多新隆人 

(Shinlung)。 

 

然而，這些宣教士發現，有一群人的口述傳統是直接出自創

世記，例如大洪水和戲劇性把人的語言分開，還有與聖經人

物吻合的族長故事。這很可能就是為何他們會欣然接受宣教

士提供的聖經。 

 



 

當英國宣教士將聖經翻譯成當地語言並教導他們閱讀後，瑪

拿西支派人喜出望外地發現，他們的故事、傳說和歌謠都符

合聖經記載。在他們看來，這證實他們就是瑪拿西支派的後

裔，而且某些族人也決定持守他們的以色列傳統。 

 

在 1950 年代，有一小群瑪拿西支派人決定要移居以色列，並

試著徒步前往以色列，但後來沒有成功。但他們的確設法與

印度大城市裡的猶太社區取得聯繫。以色列拉比阿維查爾 

(Eliezer Avichail) 聽到這群人存在的消息，最後就產生興趣。

他在 1980 年代冒險前往該地區，希望瞭解這群人的身世。 

 

阿維查爾最後帶了一名以色列作家哈爾金 (Hillel Halkin) 一

同前往，他的知名作品《越過安息日的長河》就在講述他自

己找答案的過程，希望發掘這群人的真實身分。 

 

從瑪拿西支派人代代相傳的習俗與傳統中，他們發現某些集

體歌謠，是早在他們接觸宣教士之前就存在，這些歌謠都提

到與以色列遠古時代有關的聖經事件。 

 

例如，一年一度的西普伊節 (Festival of Sikpui) 是瑪拿西支派

人最重要的節日之一，要等到全族唱完一首聖歌，節日才算

開始。聖歌中清楚提到出埃及記中的離開埃及、雲柱與火柱，

以及紅海分開。 

 

在《這是首古老之歌》(This Song is Old) 紀錄片中，哈爾金堅

持認為這首古老的集體歌謠，對他而言，就是證明瑪拿西支

派人具有以色列血統的最佳例證。 



 

 

「歸回以色列」(Shavei Israel) 組織的符瑞德 (Michael Freund) 

後來成為支持他們在以色列土地上回歸猶太大家庭的重要

推手。塞法迪 (Sephardi) 首席猶太拉比阿馬爾 (Shlomo Amar) 

在 2005 年 4 月接受瑪拿西支派是以色列血統的主張，主要

因為他們虔誠信仰猶太教。他的決定也讓瑪拿西支派人更容

易取得以色列入境許可。 

 

第一批 1,750 位瑪拿西支派人已在 2007 年抵達以色列，還有

另外 7,200 人在印度焦急地等候漫漫回家之路，而他們漫長

的旅程與等待即將要畫下句點。 

 

作者： ICEJ 回歸事工董事 霍華德・弗勞爾(Howard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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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3:5-6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 

 

禱告方向： 

➢ 為印度東北部的瑪拿西支派的印度猶太人阿利亞回歸禱

告，也為剛剛回來的 248 名印度猶太人阿利亞能夠盡快

適應以色列當地生活並有機會聽聞福音禱告，主將不可

能的事轉為可能，神掌權在各地猶太人回歸以及引領祂

的子民轉回歸向神。 



 

 

Envision 2021 線上牧者與領袖特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T-Chh0w-8w&t=18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Cb3Hbxo956BHXkPtOdoscZmlKC_vqxys_smZaDaYIYAVJNQ/viewform


 

蘇丹與以色列建立外交心猿意馬 

 

據報導，以色列敦促美國國會通過蘇丹豁免案 

 

據報導，以色列官員擔心，如果美國華府不將蘇丹從恐怖主

義資助國名單除名，以色列與蘇丹之間關係正常化的協議將

無法實現。 

 

 
(左)蘇丹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卜杜勒拉赫曼·布爾漢(Abdel Fattah Abdelrahman 

Burhan)與(右)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Photo 

Credit: Sudan Post) 

 

Axios 數位媒體週一(12/7)引述美國國會消息來源時指出，以

色列一直努力與美國參議員接觸，希望美國通過立法，讓蘇

丹取得豁免權，未來不會面臨恐怖主義相關訴訟。蘇丹已在

十月份同意與耶路撒冷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 



 

根據 Axios 數位媒體報導，以色列官員擔憂，如果協議落空，

與蘇丹關係正常化程序將被迫暫停。他們補充道，這對未來

以色列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將帶來負面

影響。 

 

兩週前，當以色列代表團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的顧問賴斯東

(Aryeh Lightstone)訪問蘇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時，蘇丹主

權委員會  (Sudanese Sovereignty Council)主席布爾漢將軍

(Gen. Abdel Fattah al-Burhan)據報曾要求以色列提供協助，希

望華府通過豁免案。 

 

上週《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蘇丹將 2020 年年底訂為移出

華府恐怖主義資助國名單的最後期限。 

 

「整件事就像一路被某個政府牽著鼻子走，他們以恐怖主義

為名，試圖當成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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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22:22-23 

我必將大衛家的鑰匙放在他肩頭上。他開，無人能關；他關，

無人能開。我必將他安穩，像釘子釘在堅固處；他必作為他

父家榮耀的寶座。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與蘇丹建立外交正常化協議禱告，神親自顯明

其中從人意的詭詐與籌算，並將神自己的心意放在蘇丹

的裡面與美國和以色列的當中。我們為蘇丹百姓禱告，長

期渴望和平與復甦經濟的想望不再落空，禱告主使用猶

太百姓祝福遠在非洲的蘇丹人民，並進而有機會認識萬

軍之耶和華，興起許多彌賽亞信徒教會的猶太主內家人

們進入蘇丹，無論在農業、水利、醫療此三方面都興起百

夫長與千夫長，起來得人回轉向神。 

          

 

 
為以色列和蘇丹成就外交正常化協議合作禱告 

 



 

 

關鍵摩洛哥 

 

摩洛哥同意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但希望美國

承認其在西撒哈拉地區的主權 

 

協議將包括兩國之間的直航班機 

 

 
2020 年 12 月 10 日，資料合成照上顯示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美國總統川普和

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Photo Credit: MAYA ALLERUZZO TASOS KATOPODIS H) 

 

 

美國總統川普於週四(12/10)表示，摩洛哥和以色列已同意雙

方關係正常化；接著說道，他已簽署一份聲明，承認摩洛哥

擁有西撒哈拉地區的主權。 



 

 

川普在推特上發文表示：「今天又是另一項歷史性突破！我

們兩個盟友以色列和摩洛哥王國(Kingdom of Morocco)已同

意建立全面外交關係，這是中東和平的重大突破！」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對媒體發表的聲明中表示，感謝摩洛哥

國王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同意做出這項「歷史性決

定」，願意簽署協議，並承諾在兩國之間維持「非常溫和的

和平關係」(Very Warm Peace)。 

 

以色列國防部長兼輪值總理甘茨(Benny Gantz)也對該項協議

表示歡迎，稱該協議將促進兩國之間的安全與經濟利益。他

還感謝「美國政府不遺餘力，為強化以色列實力和整個區域

穩定所作的努力。」 

 

根據熟悉此事的消息人士透露，甘茨和以色列外交部長阿胥

肯納吉 (Gabi Ashkenazi)是從美國官員獲悉這項協議，不是從

以色列總理口中得知。以色列外交部隨後發表聲明，證實這

件事，表示甘茨和阿胥肯納吉是在幾週前聽取白宮簡報時，

才得知這項消息。 

 

摩洛哥皇家法院也表示，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與巴勒斯

坦總統阿巴斯(Mahmoud Abbas)通過電話，重申他對兩國方

案的承諾。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接著說道，這項協議絲

毫不影響王國「持續為中東全面、公正的和平而努力的決心」。 

 

  



 

一名巴勒斯坦政府資深官員表示，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目

前無意做出回應，也不願因任何理由與摩洛哥對抗。巴國政

府不願作出回應的決定，可能與穆罕默德國王擔任阿拉伯聯

盟(Arab League)聖城委員會(Al-Quds Committee)的主席有關，

該會議程是要維護耶路撒冷的阿拉伯與伊斯蘭屬性。 

 

 

 

哈瑪斯回應這項協議時，稱這是「政治犯行」，而伊斯蘭聖

戰組織 (Islamic Jihad)則稱該協議是「對巴勒斯坦與耶路撒冷

的背叛」。 

 

埃及總統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週四(12/10)在推特上寫道，

他重視這項協議，因為這有助於強化區域穩定與合作。 

 

  



 

數十年來，以色列一直與摩洛哥暗中交好，而且後者公開接

受以色列來的遊客。在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簽署後，雙

方關係才鞏固並公開，時任以色列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和

裴瑞斯(Shimon Peres) 還出席以色列代表處的開幕儀式。直

到 2000 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爆發後，

雙方關係再次陷入撲朔迷離。 

 

川普在另一則推文說道：「摩洛哥早在 1777 年就承認美國。

因此，我們承認他們在西撒哈拉地區的主權是非常恰當。摩

洛哥提出認真、可靠且務實的自治方案，能夠公正、永久地

解決問題，為維持和平與繁榮奠定『唯一』的基礎！」 

 

西撒哈拉地區的波利薩里歐陣線(Polisario Front)獨立運動代

表表示，美國決定承認摩洛哥在這塊領土的主權，我們「深

表遺憾」；並補充道，這項決定「雖不尋常但不令人訝異」。 

 

波利薩里歐陣線駐歐代表布赫拉亞(Oubi Bchraya)表示：「這

完全不改變衝突的現狀，也不會改變西撒哈拉地區人民要求

民族自決的權利。」波利薩里歐陣線會持續抗爭下去。 

 

西撒哈拉地區原本是被西班牙佔領，一直到 1976 年。摩洛哥

隨後宣稱擁有大半領土，但遭到當地人民組成的游擊隊反抗。 

 

  



 

聯合國仍認為，撒拉威(Sahrawi)人民有民族自決的合法權利，

但該沙漠地區的地位仍存在爭議。事實上，在聯合國安理會

10 月份的會議上，美國支持聯合國部隊繼續在西撒哈拉地區

執行任務。 

 

摩洛哥是八月以來第 4個與以色列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的國

家。其他國家分別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和蘇丹。 

 

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在推特上寫道，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對於摩洛哥決定與

以色列恢復外交關係並與他們往來表示歡迎。「這一步是一

次國家主權行動，有助於促進區域穩定、繁榮、公正與持久

的和平，這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目標。」 

 

根據巴林新聞社(BNA)的報導，巴林國王哈麥德(Hamad bin Isa 

al-Khalifa)也讚揚摩洛哥國王與以色列建交的決定。聲明中也

對美國承認摩洛哥在西撒哈拉地區的主權表示歡迎。 

 

巴勒斯坦人批評這些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協議，認為這些

阿拉伯國家已背棄長久以來的主張，應該要求以色列在獲得

承認之前，先放棄巴勒斯坦的土地，阿拉伯國家的做法讓追

求和平的主張因此受挫。 

 

  



 

由於美國川普政府可能於 1 月 20 日卸任交接給拜登，因此

各方臆測有可能這次摩洛哥協議，會是庫許納(Jared Kushner)

與美國特使柏科維茨(Avi Berkowitz)團隊主導的最後一次談

判。 

 

這些協議背後的主要推手，是希望形成對抗伊朗的統一陣線，

並削弱伊朗在該地區的勢力。 

 

川普主政的白宮試圖促成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簽署關係

正常化的協議。因為他們認為，如果沙烏地阿拉伯同意簽署

協議，其他阿拉伯國家也會跟進。但沙烏地阿拉伯表示，他

們還沒有做好準備。 

 

中東地區還有另一項可能的突破。上週，庫許納和他的團隊

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和卡達，希望結束杜哈(Doha)與海灣國家

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成員國之間長達三年的

裂痕。 

 

在這方面已達成初步協議，但能否達成最終協議，結束對卡

達施加的封鎖，目前還是未知數。自 2017 年中以來，沙烏地

阿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和埃及持續對卡達實施禁

運，斷絕外交、貿易和旅遊關係。 

 

外界預測拜登的美國外交政策將偏離川普的「美國優先」立

場，但表示會持續在以色列、阿拉伯和穆斯林國家之間推動

川普所稱的「亞伯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s)」。 

 



 

 
美國川普總統與以色列納坦雅胡總理。(Photo Credit: Amos Ben Gershon / G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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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觀看世人一切的舉動，為要

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在埃及地顯神蹟奇事 

，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別人中間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聲，

正如今日一樣。 

  



 

禱告方向： 

➢ 摩洛哥在阿拉伯聯盟聖城委員會上是非常重要關鍵性的

國家要角，為摩洛哥禱告，堅守神現今給國王穆罕默德六

世與以色列友好建立外交的關係。並為庫許納目前正在

摩洛哥，禱告神在各項協議中作王掌權，使摩洛哥成為榮

耀神的器皿，好叫神自己的名聲彰顯在這個國家當中，讓

我們觀看神的作為，並繼續為此國家在北非與中東的角

色上成為神重要的器皿守望。 

 

 
摩洛哥南部古城埃本哈杜(Aït Ben Hadd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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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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