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開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以色列之謎 

 

 

2021.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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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一世紀裡，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向來緊張的關係發生

翻天覆地的變化。1945 年，當奧斯維辛集中營 (Auschwitz) 

的煙囪被人揭發後，全世界都知道德國在歐洲基督教中心犯

下的可怕罪行，這無疑讓兩大宗教的關係到達最低點。在猶

太大屠殺中有 600 萬名猶太人遭到殺害，這是基督徒和猶太

人之間仇恨在近 2000 年來最糟糕的時刻。許多教會神父犯

下反猶太主義暴行、十字軍東征、西班牙宗教法庭 

(Inquisition)、在歐洲各地發生無數的集體屠殺事件，都在為

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暴行鋪路，這是我的祖國納粹對猶太人

犯下的種族滅絕。 

 

時間快轉七十年後，我清楚記得，以色列已故總統裴瑞斯 

(Shimon Peres) 在耶路撒冷為當地基督教領袖舉辦的新年接

待會上，他曾經提到：「猶太教和基督教的關係已創下歷史

新高。雙方關係正處在歷史最佳時刻。」 

 

同樣地，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一再表示：「福音派基督徒

是當今以色列的最佳朋友。」 

 

前以色列駐美國大使德默爾 (Ron Dermer) 最近暗示，如今

福音派基督徒對以色列的支持還比海外猶太社區的支持更

重要，這項說法著實讓猶太世界的許多人感到不安。不論這

項說法是真是假，我們確實需要仔細思考這當中的謎團，為

何在經歷數個世紀的反猶太主義後，許多基督徒會突然這麼

關心以色列和猶太人。 

 



 

首先，要了解福音派基督徒對以色列滿懷熱情，不只是從華

盛頓特區的川普政府才開始，雖然某些媒體希望你這麼認為 

。 ICEJ 是在 1980 年成立，當時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 

(Christian Zionism) 正在全世界各地風起雲湧，ICEJ就是這股

日益高漲風潮下的產物。甚至在那之前，以色列開國元首本

古里安 (David Ben-Gurion) 就與友善的福音派基督教領袖羅

伯特斯 (Oral Roberts)、葛理翰 (Billy Graham) 和克威爾 (W. 

A. Criswell) 互動。不過這樣的互動還要進一步追溯到以色列

在 1948 年重新建國之前，甚至要回溯到一名聽來不可能的

人物–馬丁路德。 

 

對，沒錯！宗教改革代表人物馬丁路德以他惡名昭彰的著作

《論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On the Jews And Their Lies) 一書

而聞名，後來希特勒和納粹引用這本書，為他們對猶太人犯

下的罪行辯護。儘管馬丁路德晚年有反猶太主義傾向，但他

一手催生的現代基督教福音派，推動了這股支持以色列的運

動。 

 

首先，馬丁路德強調信徒皆祭司，也就是每個人都要為自己

的信仰之路負責，這種「大眾化改造」基督徒的做法是無人

能及的。其次，他最大的成就是將整本聖經翻譯成通用的德

文。由於德文版聖經問世時間點，正好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發明了印刷術，成就 16 世紀資訊快速流通的管

道。之前雖然有其他人翻譯聖經，但他是翻譯聖經又獲得成

功的第一人。這本《聖經》新譯本成了歐洲第一本暢銷書，

由於每戶人家都負擔得起，這本聖經得以走入這些德國家庭 

，完全無視天主教會為禁止聖經出版所做的的努力。 



 

你會看到幾個世紀以來，歐洲大多數的基督徒都不識字，即

使識字也不鼓勵他們閱讀拉丁文版聖經。只有學識淵博的人

才讀得懂聖經，而且他們認為，只有神職人員和神學家才能

夠詮釋聖經。但馬丁路德的德文版聖經卻讓事情完全改觀。

很快地，新的聖經譯本在歐洲各地出現，每個人都能用英文、

法文或德文更多接觸到神的話。這不只是帶來基督教信仰的

改革，更讓傳統教會對許多教義的看法，很快地暴露出不合

聖經的問題，也徹底改變這些新的「讀經基督徒」對以色列

和猶太人的看法。 

 

早在 16 世紀末，英國的清教徒神學家就發現，如同教會一

直以來所教導的，聖經根本不反對猶太人。他們還發現，幾

乎所有的希伯來先知都曾預見，猶太人未來將在自己先祖的

家園復國。這也是耶穌本人(馬太福音 19:28；路加福音 21:24)

和初代最具影響力的使徒保羅(羅馬書 11)重複提到的主題。 

 

約翰衛斯理可能是近幾世紀以來最偉大的基督教復興運動

者，他在評論中提到：「如果聖經中真有應許，就會是猶太

人復國！」人稱講道王子的司布真 (Charles Spurgeon) 在他

主日講道中就一再預言，有朝一日「猶太人會回到自己的故

土，他們會有一位王，並將重建這些古城。」在德國敬虔主

義者 (Pietist) 中也有類似的教導，這些人還可以在耶路撒冷

的德國殖民地 (German Colony) 社區看到他們的身影。 

 

 

 



 

之所以在 1917 年發表著名的《貝爾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是因為貝爾福勳爵 (Lord Balfour) 相信聖經應

許以色列人將要復國。奧德．溫格特 (Orde Wingate) 也一樣，

他訓練早期的猶太地下部隊，後來成為以色列國防軍 (IDF)。 

 

現代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都是靠這些信徒以及各種教會運

動而建立。雖然這些基督教派一直都在，但在歷史上他們只

代表少數基督徒。但近幾十年來，情況有了戲劇性的轉變。

菲立浦．詹金斯 (Philip Jenkins) 教授是首開先河，記錄基督

教福音派在這個時代的歷史演變。 

 

基督教福音派信徒從 1970 年代的數千萬人，到最近幾十年 

，全球信徒人數已增長到約 7 億人。而且基督教福音派的面

貌也一直不斷在轉變。過去，福音派基督徒一般都住在倫敦、

達拉斯或日內瓦，但今天，他們有不少人是住在北京、馬尼

拉、奈及利亞的拉哥斯 (Lagos) 或聖保羅 (Sao Paulo)。不過，

這些信徒都有一個共通點：聖經是他們生命靈感的來源和指

引，而且通常會對「聖經之民」(People of the Book)—猶太人

表達愛與關懷。 

 

我永遠不會忘記，幾年前我和一群人數不斷增長的中國福音

派教會領袖見面。當時我在溫州市受到熱情的歡迎，因為我

是第一位從耶路撒冷來的講員。我的講道信息是有關基督徒

支持以色列的基本原則。不過，我驚訝地發現，我分享的內

容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我問他們：「有誰教導你們這些內

容？」 

 



 

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名中國教會重要領袖臉上露出不解的神

情，他回答：「你為何會這麼問？這些都寫在聖經中了。」 

 

因此，對以色列來說，好消息是世界各地的福音運動的確正

快速增長，並且堅定地站在以色列這邊。我們每年在耶路撒

冷的住棚節慶典都會看到在其他眾多國家中，有來自台灣、

中國、菲律賓、巴西、玻利維亞、奈及利亞和象牙海岸等國

的數千名基督徒朝聖者加入我們的慶典。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以色列的支持都無關以色列政黨

或議題，因此無論誰擔任以色列總理，他們都相信上帝對他

百姓的信實。 

 

當這個禮拜有人對支持以色列表示質疑時，我親自聯繫一些

著名的福音派領袖，他們全都表達對以色列無條件的支持。 

 

其中包括像奈及利亞牧師以諾．阿德博耶 (Enoch Adeboye) 

這樣的重量級屬靈領袖，他帶領非洲增長最快的教會運動，

擁有數千萬名正式會友。他對我表示：「我們對以色列的支

持是出於上帝話語的根基，不是因為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 

 

其中還包括巴西使徒諾瓦 (Rene Terra Nova)，他在拉丁美洲

帶領有超過 300 萬福音派信徒的教會網絡。他推動的運動

不只持續為以色列選出的政府禱告，無論誰坐上以色列總理

的位子。在新冠疫情趨緩後，他們也迫不及待想要訪問以色

列。 

 



 

大規模的「生命之道」(The Word of Life) 運動也持相同看法，

這個運動在前蘇聯共和國有數千間教會。 

 

美國基督教廣電協會 (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NRB) 

現任執行長特洛伊．米勒 (Troy A. Miller) 代表這個協會的數

百萬名聽眾、觀眾和讀者，也表達相同立場。這個禮拜他寫

信給我們：「在美國基督教廣電協會 (NRB) 的 77 年歷史中，

協會成員和其董事會向來支持以色列。美國基督教廣電協會

承認以色列的歷史，也包括現代以色列國的建立與存續，是

要彰顯這是出於上帝奇妙之手，而且祂定意要成就在聖經神

聖話語中的應許。」 

 

不過，必須提到，西方國家基督徒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在

年輕世代中卻遭遇挑戰，這是由於許多年輕人現在參與社會

公義運動和其他自由派議題。不過，以色列國會議員首度邀

請阿拉伯政黨加入聯合內閣的執政團隊，甚至有可能贏得部

分年輕批評者的支持。 

 

最後，我可以確認福音派基督徒對以色列的支持不會消失。

相反地，從耶路撒冷這個獨特的制高點來看，我們可以看到，

世界各地福音派運動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增長。打造猶太

人和信從聖經基督徒之間獨特的互動橋樑，未來依然前景看

好。最後一點是，這些福音派基督徒無意干涉以色列的政治。

ICEJ在過去四十年來一向記錄良好，這一點是不會改變。 

 

 

 



 

新聞出處：ICEJ總裁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 

新聞日期：2021/06/06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詩篇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創世記 22:16-18 

「耶和華說：『你既行了這事，不留下你的兒子，就是你獨

生的兒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說：論福，我必賜大福給你；

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你子孫必得着仇敵的城門，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

福，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 

 

羅馬書 3:1-2 

這樣說來，猶太人有甚麼長處？割禮有甚麼益處呢？凡事大

有好處：第一是神的聖言交託他們。 

 

羅馬書 11:11、15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嗎？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

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 

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

而復生嗎？ 

 



 

 

馬太福音 23:37-39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

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像

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你們

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

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感謝神！我們因著信耶穌，連結於亞伯拉罕之約，同得這福

音的好處和根的供應，我們對以色列的支持，不是種族主義，

不是情緒上的，而是定睛於主和祂的再來！讓我們為長兄得

一切屬靈和實質的豐盛禱告，為長兄的得救恩、進入命定和

回歸禱告，為更多教會為以色列禱告、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並幫助猶太人回歸代禱！ 

  



 

以色列抨擊新的波蘭大屠殺法是 

不道德的 

該立法仍必須得到波蘭參議院的批准，為猶太人設定了 30 

年的最後期限，以收回被扣押的財產 

 

 
2021年 5月 4日星期二在波蘭華沙舉行的投票中的波蘭立法者——一些在議

會，一些在遠程視訊。(美聯社照片/Czarek Sokolowski) 

 

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 (Yair Lapid) 稱新的波蘭立法將禁

止波蘭國內大屠殺倖存者的賠償要求是「不道德的」，並暗

示這將損害波以關係。 

 

「任何法律都不會改變歷史，」拉皮德週四表示，並稱該法

案「是一種恥辱，不會抹去對大屠殺的恐怖或記憶。」 

https://static.timesofisrael.com/www/uploads/2021/06/AP21124728513007.jpg


 

據波蘭國家通訊社報導，該法案於週四晚間以 309 票贊成、

0 票反對和 120 票棄權獲得通過，為猶太人設定了 30 年

的最後期限，要求猶太人收回被納粹德國軍隊扣押的財產，

基本上阻止了任何世界二戰時期的賠償要求或對過去決定

的上訴。據報導，該立法現在必須在獲得波蘭下議院批准後

由波蘭參議院批准。 

 

「這是一種可怕的不公正和恥辱，損害了大屠殺倖存者、他

們的繼承人和在波蘭存在了數百年的猶太社區成員的權利，」

拉皮德說。「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行動。這種不道德的法律

將嚴重損害兩國關係。」 

 

拉皮德表示，波蘭無視 2009 年不具約束力的特雷津宣言，

這是極其令人擔憂和嚴重的事，該宣言為大屠殺時代的財產

歸還已制定了指導方針。 

 

「以色列將作為一道保護牆，捍衛對大屠殺的記憶，並捍衛

大屠殺倖存者及其財產的榮譽，」外交部長說。 

 

波蘭外交部則反駁說，拉皮德對該法案的評論具有誤導性。 

 

「這些評論表明對事實和波蘭法律的無知，」波蘭外交部在

一份聲明中說。「波蘭絕不應對大屠殺負責，這是德國占領

者對猶太血統的波蘭公民犯下的暴行。」 

 

 



 

 
在這張 2018 年 2 月 5 日的照片中，極右翼團體在總統府前舉行示威，呼籲

總統安傑伊．杜達簽署一項法案，以限制波蘭華沙的某些形式的大屠殺言論。

(美聯社照片/ Czarek Sokolowski) 

 

波蘭外交部表示，新立法獲得通過是因為過去的行政決定沒

有時間限制，而這是不符合憲法和嚴重違法的。 

 

拉皮德的未來黨成員(Yesh Atid)，社會平等部長梅拉夫．科恩 

(Meirav Cohen) 也譴責波蘭立法者推進該法案。 

 

科恩在推特上說：「波蘭立法者應該低下頭，為他們今晚採

取的步驟感到羞恥。」 

 

本週早些時候，世界猶太人賠償組織也呼籲撤銷該立法。 

 

「我們緊急呼籲莫拉維茨基總理和波蘭政府以公正、及時的

方式解決歸還私有財產的問題，」 世界猶太人賠償組織的運

營主席吉迪恩．泰勒說。 



 

該立法「將進一步傷害已經遭受如此多苦難的波蘭大屠殺倖

存者。到了 2021 年，不應強加新的、無法逾越的法律條件，

這將導致無法收回財產或獲得公正的賠償。」 

 

據報導，美國駐華沙大使館臨時代辦比克斯．阿留 (Bix Aliu) 

在給波蘭議會議長的一封信中也反對這項立法。 

 

據路透社報導，根據 華沙的 Dziennik Gazeta Prawna 日報，

比克斯．阿留(Bix Aliu) 寫道：「我們的理解是，該法案草案

將有效地阻止大部分索賠，並無法獲得大屠殺或共產主義時

代財產的賠償或賠償。」 

 

據 Ynet 報導，本週早些時候，魯文．里夫林總統給波蘭總

統安傑伊．杜達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對該立法的反對。 

 

據報導，里夫林寫道，該法律將「非常模糊我們在加强兩國

關係和確保兩國夥伴關係方面的共同努力。由於我非常欣賞

我們之間的關係，因此我決定呼籲您尊敬的政府考慮此類立

法的後果。」 

 



 

 
2018 年 2 月 6 日，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 (Andrzej Duda) 宣布他決定在波蘭

華沙簽署立法，懲罰某些有關大屠殺的言論。(美聯社照片/阿里克．凱普利茲) 

 

波蘭的「大屠殺歸還」在許多公民中不受歡迎，杜達在去年

連任前發起了行動反對。許多波蘭公民認為，索賠只能向納

粹德國提出，波蘭支付大屠殺時代的任何損失是不公平的。 

 

「不會為無繼承人的財產支付任何損失，」杜達表示。「我

永遠不會簽署一項法律，讓任何族群相對於其他族群享有特

權。損害應由發動戰爭的人支付。」 

 

波蘭是歐盟中唯一沒有通過全面的國家立法，來歸還或賠償

被納粹沒收或被共產主義政權國有化的私有財產的國家。 

 

大屠殺歸還和修正主義問題一再困擾著以波關係。2018 年，

華沙通過了一項法律，將指控波蘭民族或國家參與納粹德國

戰爭罪行，列為非法行為。 



 

此舉引發了以色列的強烈抗議，但當波蘭同意修改法律以取

消任何刑事處罰時，僵局才基本結束。 

 

去年 1 月，杜達拒絕參加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世界大屠殺論

壇，因為他沒有被邀請在活動中發言。一週後，在克拉科夫

的一次會議上，里夫林斷言，在大屠殺期間，「許多波蘭人

袖手旁觀，甚至協助謀殺猶太人」，儘管有歷史證據，但波

蘭一直在努力否認這一點。 

 

主要的以色列歷史學家聲稱，波蘭一直試圖低估波蘭人在二

戰之前、期間和之後犯下的反猶太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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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103: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以賽亞書 33:5 

耶和華被尊崇，因他居在高處；他以公平公義充滿錫安。 

 

為著所有大屠殺倖存者及他們的後代和被奪去的產業禱告，

求主的公義彰顯，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也求主幫助波蘭總

統和國民能行公義好憐憫與神的心意對齊，我們懇求，凡是

違背主的心意的計謀必不得成就！ 

  



 

以色列駐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的大使空缺 

拉皮德努力填補長期空缺的駐法國、加拿大、

澳大利亞的大使職位 

 

上屆政府的關鍵外交職位空缺，有些職位空置了一年多。 

 

 
2017 年 7 月 23 日，時任教育部長的班奈特(左)和未來黨的主席拉皮德在約

旦河西岸 Elazar 定居點 Netiv Ha'avot 舉行的儀式上。 (Gershon 

Elinson/Flash90) 

 

隨著國際機構通過反以色列決議以及世界各地的反猶太主

義抬頭，以色列在幾個主要西方國家首都仍然沒有專職大使。 

https://static.timesofisrael.com/www/uploads/2021/04/F170723GE105.jpg


 

外交部消息人士告訴《以色列時報》，外交部長亞伊爾．拉

皮德 (Yair Lapid) 的首要人事優先事項是任命 36 名外交官 

，這些外交官的職位已被納坦雅胡政府拖延了六個多月。他

的團隊現在正在積極地為開放外交職位選擇候選人 。任命國

家包括駐法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大使。 

 

2020 年時任總理的利庫德黨納坦雅胡與藍白黨國防部長本

尼．甘茨之間的聯盟協議中，兩黨同意利庫德黨將選擇外交

任命人員，領導以色列在倫敦、紐約、巴黎和堪培拉的使團。

在與工黨的聯合協議中，雙方同意駐加拿大大使將由工黨任

命。 

 

但實際上，只有部分職位得到填補，利庫德黨成員吉拉德．

埃爾丹擔任美國和聯合國大使的雙重角色，齊皮．霍托維利

在英國聖詹姆斯法院代表以色列。 

 

納坦雅胡和當時的外交部長加比．阿什肯納茲(藍白黨)未能

就駐法國、加拿大或澳大利亞的大使達成一致。 

 

以色列駐法國特使艾麗莎．本諾恩(Aliza Bin-Noun) 於 2019 

年底卸任。尼絡．巴肯(Nimrod Barkan) 於 2020 年 1 月離

開了他在加拿大渥太華的職位。馬克．宋費(Mark Sofer) 於 

2020 年 10 月結束了他的駐澳大利亞大使任期。 

 

從那時起，這些職位由臨時代辦填補。 

 



 

 
提絲琵．賀投費利(Tzipi Hotovely) 於 2020年 2月 19日在她位於耶路撒冷的辦

公室。(Olivier Fitoussi/Flash90) 

 

「這些都是有趣、受人尊敬、嚴肅又富裕的國家，」特拉維

夫國家安全研究所的茲維．馬根(Zvi Magen)說，他曾擔任以

色列駐俄羅斯大使。「這些類型的國家經常被用於政治任命。」 

 

根據 1999 年和 2002 年的政府決定，政府保留了 11 個高

級外交職位，通常是由總理和外交部長來共同填補政治任命

人員的空缺。 

 

以色列的其餘外交職位由外交部專業人員擔任。 

 

週二，拉皮德宣布，他將任命前旅遊部長阿薩夫．扎米爾(Asaf 

Zamir) 擔任駐紐約總領事，該職位已空缺一年多。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settlements-minister-confirms-shell-be-israels-new-ambassador-to-the-uk/attachment/2324934/


 

 
2021 年 5 月 21 日，特拉維夫，在加薩停火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防部長本

尼．甘茨、總理本傑明．納坦雅胡以及在他們身後的納達夫．阿爾加曼。 

(Amos Ben Gershom/GPO) 

 

目前有政治任命人員在印度、衣索比亞、休斯頓、倫敦和華

盛頓及紐約任職。 

 

納坦雅胡的政治任命者，如霍托維利和埃爾丹，是否會繼續

留在新政府領導下的職位，還有待觀察。不過，拉皮德不太

可能僅僅因為是被利庫德黨任命而解僱受人尊敬的公務員，

但他們可以在某個時候提出自己的辭職。 

 

我們需要一位大使來反擊 

以色列駐加拿大大使通常是資深且已是他們擔任最後一任

或倒數第二任職位的外交部高級專業人員。巴爾坎曾在渥太

華享有盛譽，自 1977 年以來一直在外交部工作。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liveblog_entry/netanyahu-israel-achieved-all-its-objectives-in-gaza-dealt-hamas-massive-blows/gpodbg_2024-1/


 

他的前任拉斐爾．巴拉克 (Rafael Barak) 在 2013 年上任之

前曾擔任外交部總幹事。 

 

一直積極參與議會外交關係的前工黨國會議員 - 希利克．巴

爾(Hilik Bar)原定擔任駐加拿大大使，甚至開始為該職位做準

備，但由於內閣分歧，任命被擱置。當納坦雅胡-甘茨政府於 

2020 年 12 月垮臺並成為過渡政府，它就無法再批准政治

任命。 

 

以色列派遣了四個月的臨時代表團團長們，其中包括現任以

色列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代表團團長伊丹．納艾(Eitan Na'eh)。 

 

在巴爾坎離開後的大部分時間裡，加拿大也沒有駐以色列大

使。 

 

缺乏代表並沒有都對關係產生重大影響，因為恰逢 COVID-19 

關閉，大多數商業和政治代表團都呆在家裡。 

 

但巴黎缺少常駐大使更是一個問題。 

 

「這令人難以置信，」耶路撒冷戰略與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員

以馬內利．納凡(Emmanuel Navon)說。「這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首都之一。」 

 



 

 
猶太復國主義聯盟黨國會議員希利克．巴爾(Hilik Bar) 參加了 2018 年 1 月 8 

日在以色列議會舉行的會議。 (Miriam Alster/Flash90) 

 

法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享有常任理事國席位，並將於 2022 年

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法國軍隊在涉及以色列國家安全利益

的地區領導重大任務，法國艦隊在東地中海巡邏，作為針對

土耳其在海上和在利比亞的不法行動。 

 

自 2013 年以來，法國在非洲薩赫勒地區領導打擊伊斯蘭恐

怖主義的鬥爭。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zionist-union-punishes-absent-mk-after-pensioner-pay-bill-fails-by-single-vote/f180108ma004-1/


 

青年外交官網絡的創始人大衛．阿盧奇說：「我認為，在這

樣一個重要的歐洲國家，以色列甚至沒有代表，把所有的工

作都留給當地的猶太社區，這很荒謬。法國猶太人認為以色

列實際上並沒有通過實地行動支持他們，而「抵制、撤資、

制裁」的 BDS 運動在法國越來越強大，組織良好的卡塔爾和

土耳其組織推動了這一運動。」 

 

 「我們需要一位有動力的新大使來反擊，」他說。 

 

 
2021 年 4 月 25 日，法國猶太社區的成員聚集在法國駐特拉維夫大使館外，

為已故的莎拉．哈利米 (Sarah Halimi) 伸張正義，她於 2021 年 4 月 25 日在

巴黎的公寓中被鄰居謀殺。 

 

「這是一個重要的國家，我認為以色列正在忽視它，一如既

往地關注美國，」納凡說。 

https://www.timesofisrael.com/protesters-mass-in-france-israel-uk-to-demand-justice-for-sarah-halimi/sara-halimi/


 

「是時候派一位懂法國、懂國際關係、會說法語的大使了……

對法國人來說，如果你的語言不流利，你就不能成為那裡的

大使。」 

 

「當今大使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出現在媒體上，並在公共關

係和公共外交方面為以色列的作奮戰，」他補充說。「在所

有這些國際事件中，以色列受到指責，以色列受到攻擊，而

且沒有任何一個能完全掌握法語的人出現在媒體上說話。」 

 

最近擔任該職位的政治任命人員僅懂部份法語。Talya Lador-

Fresher 是前駐奧地利特使，在 Bin-Noun 離開後於 2020 年

臨時代辦，但不會說法語。2010 年至 2015 年擔任以色列駐

法國大使的約西．加爾 (Yossi Gal) 只能講基礎的法語。 

 

外交工作者委員會主席達娜．本維尼斯蒂 (Dana Benvinisti) 

表示，政府無法為這些職位提名候選人，損害了以色列的利

益。 

 

「缺乏專職大使—專業外交官或政治任命人員，無疑限制了

大使館在那裡的活動，以及以色列在這些國家的切身利益的

推進，」她說。「因此，必須在首都的專職人員方面取得快

速進展。」 

 

 



 

 
2019 年 10 月 21 日，時任外交部區域安全和反恐司司長達娜．本維尼斯蒂

(Dana Benvenisti-Gabay) 出席在巴林首都麥納麥舉行的為期兩天的華沙部長級海

事和航空安全工作組會議開幕式。 (STR/法新社) 

 

「在拖延數月之後，政府本週在為[36]位大使開的第一次會

議上批准了這一決定，這表明外交關係在現任政府眼中的重

要性，」本維尼斯蒂繼續充滿希望。 

  

「我不會說『缺少大使』會損害關係，但這既不好也不健康。

我們不應該對這些國家這樣做，」馬根說。 

 

「不過，因為這不是美國，也不是英國，」馬根說。「他們

不會讓這些職位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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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雅各書 1:5 

你們中間若有缺少智慧的，應當求那厚賜與眾人、也不斥責

人的神，主就必賜給他。 

 

雅各書 3:17 

惟獨從上頭來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

有憐憫，多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 

 

我們特別為以色列新的執政政府禱告，求主賜下選派外交大

使和政治任命的智慧，也在列國關係上，賜下和平連結，促

進彼此的情誼，能有更多支持以色列的國家。 

  



 

ICEJ協助加強 

以色列的安全和前線救援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in 

Jerusalem，簡稱 ICEJ)上週一 (6/14)與生命盾牌事工團隊

(Operation Lifeshield)參訪鄰近加薩邊境的以色列社區，為了

評估關於最近哈馬斯火箭攻擊後的修復和安全維護等情況，

以及運送重要的安全設備至當地政府機關。 

 

昨天 ICEJ團隊的參訪主要為運送便攜式的避難所防空洞到埃

雷茲過境點 (the Erez Crossing)鄰近的地區，而最近該地區的

衝突造成以色列國防軍(簡稱 IDF)士兵塔利(Omer Talib)喪生

和其他兩位士兵重傷。 



 

另外，ICEJ團隊也提供 120套消防服，其中配有消防靴和附

有 ICEJ特殊信息的鑰匙圈，鼓勵當地前線人員和義消堅強勇

敢。這次的實地探訪也包括參與當地安全人員的簡報會、參

觀加薩邊境的圍欄和俯瞰加薩以及參訪製造便攜式避難所

的亞實基倫工廠(the Ashkelon factory)。 

 

在這美麗的夏日，站立在離加薩邊境如此靠近的地方，很難

想像在一個月前這裏曾是戰爭區。然而，天空中仍然瀰漫顯

著的緊張氣氛，以色列國防軍的無人機在空中嗡嗡作響時，

一名安全人員同時也發出警告：「任何你看得到加薩的地方，

加薩也看得到你！」任何時候都可能爆發衝突，破壞這微妙

的平靜。 

 

過去 12年多以來，ICEJ已經捐贈超過 100個便攜式避難所防

空洞至鄰近加薩邊境的以色列社區，以及約 24輛消防車，協

助處理每日來自加薩的恐攻和縱火攻擊。ICEJ 也與生命盾牌

事工共同訂購 15至 20個避難所防空洞。 

 

這次聯合參訪的首站在沙爾哈那吉夫區域委員會(the Sha’ar 

HaNegev regional council)在 Ibim的安全中心，由中心轉交至

消防設備至當地的政府機關。 

 

沙爾哈那吉夫(Shaar HaNegev)區域安全負責人阿亞爾·查比

(Ayal Chajbi)告訴參訪的基督徒團員：「這裏面臨非常複雜的

安全挑戰，從 2001年就沒有停止過。歷經最近的衝突後，我

們發現這裏缺乏避難所、警報和其他安全措施。不過我們知

道我們擁有一群善良人們的幫助！」 



 

 

 

 

查比解釋為什麼極需要高級消防套裝來對抗每日來自加薩

燃燒氣球的威脅。他也提到：「現在正是時候，感謝那些想

到我們的人們。我們禱告不會使用到這些裝備，希望它將會

一直存放在倉庫中。不過實際情況是這將會給予我們保護，

以至於我們的社區能夠持續保護居民的人身安全。」 

 

ICEJ慈惠和回歸事工部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回應：

「你們應當知道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朋友關心你們和為你們

禱告。當我們聽到你們面對許多蓄意的縱火和其他危險時，

我們擔心你們的安危，這是我們的機會透過行動展現我們的

支持，以及鼓勵你們堅強勇敢。」 

 

後來， ICEJ 團隊看到一個便攜式避難所被放置於 Nativ 

HaAsara社區的入口處，距離加薩邊境圍欄僅幾公尺之處。 



 

以色列國防軍(IDF)和以色列紅大衛盾會(Magen David Adom，

簡稱 MDA)在危及時刻使用它沿著加薩邊境疏散傷者。這個

避難所沒有門，我們得知因為人員沒有時間打開這地區避難

所的門。當紅色警報響起後，僅有幾秒的時間，一旦立刻進

入避難所的通道，你就安全了。避難所的匾額上刻著：「為

我們親愛的朋友提供保護和安慰」，這個特別的避難所，是

透過 ICEJ瑞士分會的慷慨奉獻。 

 

最近的衝突發生在這個地區的附近，哈馬斯的反坦克火箭筒

攻擊造成一名以色列國防軍的身亡，但是現在因為放置這個

避難所，將使以色列國防軍和以色列紅大衛盾會未來能夠更

安全地共同協助該地區的撤離。 

 

謝謝您支持 ICEJ，確保鄰近加薩邊境的以色列弱勢社區生活

受到保護。 

 

請加入台灣 ICEJ一起為以色列加薩邊境的居民和孩子們，預

備必要時的便攜式避難所防空洞！ 

 

為以色列北部防空洞奉獻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6/15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p.ecpay.com.tw/F6D8692


 

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24:11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 

 

箴言 11:25 

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以弗所書 3:14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 

 

這種一周經歷 4000 多枚火箭彈威脅的日子，和隨時可能有

的火災及警報聲的恐懼，是要有多強大的心理建設和勇氣，

才能為自己的家園站立呢？他們可以再回到他們原來寄居

的國家，但許多國家也有反猶主義啊！讓我們為長兄禱告，

求主使他們心裏的力量剛強起來，愈多的逼迫，就愈發的興

旺起來！ 

  



 

海法之家長者們開心地重聚 

 

 
封城解除後，大屠殺倖存者在海法之家首次欣賞音樂會 

 

二月的最後一周，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大屠殺倖

存者海法之家」社區餐廳重新開放。這一天終於來了，每個

人都等了太久。根據疫情健康規定，過去一年裡，大家都居

家分開進食。而現在餐廳繁忙，充溢著幸福的交談聲音。人

們興奮地相互打著招呼，很開心能一起重新在一起進餐。大

家打扮起來，走到餐廳，看到朋友熟悉的笑臉，使得住戶們

身心更加健康。 

 



 

 
海法之家住戶又可以一起聚餐了 

 

只有已經完成全部疫苗注射的住戶才被允許進入餐廳，幾乎

每個住戶都已經註射完畢。然後從三月初開始，我們開始供

應晚餐。住戶們看到餐廳新的樣子很是開心，我們購置了新

的餐椅，年老的住戶坐起來更舒服，而且它們的顏色也讓餐

廳更漂亮了。 

 

過一個被尊榮的逾越節 

以色列人脫離埃及人之手，不再成為奴隸，並得到自由服侍

上帝。為了紀念這樣的拯救，每年逾越節都會舉行慶祝活動。

今年的慶祝比去年增添了新的意味。和去年不同，今年很多

家庭和朋友又可以重新聚集，享受逾越節晚宴。但有些悲傷

的是，很多大屠殺倖存者沒有自己的家，也沒有家人可以一

起來慶祝這個重要的節日。 



 

看到這樣的需要，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組織了一場

名為「尊榮逾越節」的活動。以色列五位頂級廚師拿出時間

和他們的同事一起，在特拉維夫一家酒店的超大廚房裡奉獻

了一場逾越節饕餮美食。 

 

 
Yudit Setz和以色列頂級廚師 Benny Bezza合影 

 

「我一直都在嘗試加入某一項活動中，去接觸到那些需要幫

助的人。」以色列廚師 Benny Bezza說。 「今年很榮幸能參

與這麼棒的活動。我們會盡可能延長這個活動時間，這樣上

千人就能在逾越節品嚐到美食。」 

 

大批來自各行各業的志願者幫助把這些美食分發到以色列

全地的大屠殺倖存者手中。至少上千個倖存者通過這個特別

的活動在逾越節品嚐到了烹飪美食。 

 



 

住戶成為明星 

以色列電視台的工作人員，美聯社及其他新聞媒體在「海法

之家」出現是頗為常見的。就在 4月 8日以色列每年一度的

大屠殺紀念日之前，有多家電視頻道和記者走訪了「海法之

家」，聆聽住戶們講述他們在這裡的生活，親眼看到他們的

日常生活。 

 

這些故事在猶太大屠殺紀念日以特別的方式作為專題在電

視上播出，並刊登在報紙上。比如說，以色列國土報 Ha’aretz

刊登了一個有溫度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德國志願者在以

色列發現大屠殺倖存者歡迎他們，甚至愛他們」。據三名在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ICEJ)服侍的德國基督徒志願者

(Debora Wanner, Natalia Ochs and Kerstin Hoffman) 描述， 這

篇故事報導說，大屠殺倖存者表示，他們感謝志願者付出的

關心和愛。 

 

 
Debora Wanner和 Fanny，在以色列國土報社合影 



 

「我很高興能和她交談，並不是每個人都懂德語」，93歲的

Sophie Leibowitz 告訴國土報有關照顧她的德國護士 Natalie 

Ochs的故事，「他們不必有愧疚感。那是他們的父輩或祖父

輩。已經過去 80年了。在以色列這個地方，我們已經不放在

心上了。我們不會考慮他們的信仰。我們需要他們的幫助，

他們幫助了我們。」 

 

還有另外一位倖存者，92 歲的  Fanny Zelekovic，提到了

Debora Wanner：「她就像家人一樣，像個妹妹。她有一個金

子般的心。」 

 

被問及是否為了吸引媒體的注意時，住戶 Naomi說：「我不

是為了讓媒體注意我，我只是覺得分享這些故事是我的責任。

我們是最後經歷了這一切，又能做見證的那批人。」 

 

以色列 13 台電視台也來了一批拍電影的團隊，他們拍攝了

一個每次播放時長 2小時的系列節目的片斷，這個節目的設

置就是為了海法之家募捐。為這次拍攝，Vesna Bühler 在法

海之家舉辦了新冠疫情以來的首場現場音樂會。見到這位敬

拜歌手，聆聽她美妙的音樂對住戶來講是很大的心靈慰藉。

表演結束後，住戶們對凡絲娜.布勒和她丈夫猶根.布勒博士

表示了感謝，謝謝他們的到來。猶根.布勒博士現任耶路撒冷

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總裁。他們還吐露心聲，講到這過往一

年中各種需要應對的困難，以及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ICEJ)團隊帶給他們的祝福。 

 

 



 

紀念大屠殺 

以色列大屠殺倖存者現存社區的數量呈下降趨勢，這讓人傷

心。從 2020年大屠殺紀念日算起，去年一年記錄在冊的大屠

殺倖存者去世了 14,264位。也就是說每天有 41位離世。現

在 31,000名倖存者年齡超過 90歲以上，還有 900名年齡已

經超過了 100歲。大概 25%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我們依然擁有這種特權認識他們，並照顧他們其中的一部分。 

 

 
封城解除後，大屠殺倖存者在海法之家首次欣賞音樂會 

 

大屠殺紀念日的這段時期，海法之家的住戶應邀去很多地方

講述他們的往事。儘管和別人分享生命中的創傷非常艱難，

但他們覺得需要承擔這個任務，因為知道自己是最後的見證

者了。「如果我們不做的話，還有誰會記得？」莫底改是從

波蘭回歸的倖存者，他最近講了這樣的話。 

 



 

大屠殺的悲痛在以色列每年的大屠殺紀念日這一天，充斥在

空氣的每個角落。早上 10點警報在以色列上空響起，全部國

民都會停下手中忙碌的事情，佇立並紀念在納粹大屠殺中被

殺害的 600萬猶太同胞。 

 

今年的大屠殺紀念日，在海法之家外邊的街道上，肅穆的儀

式再一次舉行，來參加儀式的包括上百名當地的倖存者和他

們的家人，還有以色列內閣部長 Eli Cohen，議會成員，海法

政要，和很多士兵及警察。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協調員猶蒂絲.賽慈(Yudit Setz)

被邀請第一個發言，她講出了這些倖存者的肺腑之言，在這

一天沉痛紀念的心情。 

 

「我知道即使 80 多年以後，失去親人的痛苦每天都還是那

麼深刻。非常感謝在過去的幾天裡，你們在電視上，廣播裡，

學校課堂上和軍營中分享你們的故事。我知道，這並不容易。

你們是最後的大屠殺見證人，下一代需要聽到你們的故事，

向你們學習，這樣才能更加認識到以色列的美麗之處，並且

去保護她。。。。。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的我們會

繼續和你們一起站立，照顧你們。我們會繼續教導下一代有

關大屠殺的歷史，並且從中學習教訓，這樣我們才能伸張正

義，和日益增長的反猶太主義抗爭。願上帝幫助我們大家。」 

 



 

 
Yudit Setz在大屠殺紀念日上講話 

 

儀式之後，我們的住戶和以色列國防軍戰士們進行了交流。

從羅馬尼亞回歸的倖存者 Naomi 說:「這樣的關注對我們幫

助很大。它讓這困難的一天變得容易了些。我們不用呆在家

裡，電視機前，獨自神傷。」 

 

請您幫助支持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持續的照顧居

住在以色列的大屠殺倖存者。 

 

為大屠殺倖存者奉獻 

 

新聞出處：ICEJ 5-6月專文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p.ecpay.com.tw/96A19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35:3-4 

你們要使軟弱的手堅壯，無力的膝穩固。對膽怯的人說：你

們要剛強，不要懼怕。看哪，你們的神必來報仇，必來施行

極大的報應；他必來拯救你們。 

 

以賽亞書 42:3 

壓傷的蘆葦，他不折斷；將殘的燈火，他不吹滅。他憑真實

將公理傳開。 

 

以賽亞書 56:5 

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

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 

 

許多大屠殺倖存者，不僅自己是受害者，因著創傷，他們的

第二代也是間接受害者，許多其他類的服事是可以看到福音

廣傳的果效，看到成長的果效，然而服事大屠殺倖存者是在

跟時間賽跑，在他們回天家前儘力讓他們活的有尊榮，而眼

睛能看到的成果卻是人數越來越少。仿彿聽到主說：有誰願

意去服事他們呢？讓我們不論是以禱告或奉獻來支持他們，

讓他們害怕被人們遺忘的恐懼，能因著我們的禱告或奉獻被

安慰！ 

 

 

 

 



 

宏都拉斯在耶路撒冷設立大使館 

宏都拉斯是繼美國、瓜地馬拉和科索沃之後，第四個在耶路

撒冷開設大使館的國家。 

 

宏都拉斯總統胡安·奧蘭多·埃爾南德斯和總理班奈特週四在

耶路撒冷為宏都拉斯新大使館致詞。班奈特歡迎埃爾南德斯

來到「我們永恆的首都耶路撒冷」，並稱他為以色列真正的

朋友。 

 

 

 
2021 年 6 月 24 日，宏都拉斯總統埃爾南德斯和以色列總理班奈特在耶路撒

冷握手。(照片來源：AMOS BEN-GERSHOM/GPO) 

 

「猶太人有著悠久的記憶，你將作為一個為以色列國採取勇

敢行動和正確行動的人被載入史冊。謝謝你！」班奈特說。 



 

 

宏都拉斯是繼美國、瓜地馬拉和科索沃之後，第四個在耶路

撒冷開設大使館的國家。去年，塞爾維亞、多明尼加共和國

和馬拉維表示將效仿。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在耶路撒冷設有

外交辦事處，一些國家在首都設有貿易辦事處。 

 

以色列也計劃在宏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爾巴開設大使館。 

 

埃爾南德斯畢業於以色列國際領導力發展課程 MASHAV，長

期以來一直是以色列的堅定支持者。他是一名天主教徒，但

得到了本國大量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 

 

班奈特感謝埃爾南德斯，「宏都拉斯在國際組織中始終與以

色列站在一起，即使它並不總是受歡迎，即使它有代價。這

是友誼的標誌：即使付出代價也願意採取行動。」 

 

 
2021 年 6 月 24 日，班奈特總理和宏都拉斯總統胡安·奧蘭多·埃爾南德斯為宏

都拉斯駐耶路撒冷大使館揭幕。(圖片來源：KOBI GIDEON/GPO) 



 

「我要感謝您和宏都拉斯國民的支持，」他說。「我們最近

在圍牆守護者行動中看到了這一點，當時哈馬斯恐怖組織向

以色列平民發射了數千枚火箭，同時偏激地使用加薩人口—

婦女、兒童和成人作為人質。」班奈特稱哈馬斯的行為是“雙

重戰爭罪行”，因為他們還針對以色列平民。班奈特談到了兩

國在貿易、農業、水技術以及外交和安全事務方面的合作，

並表示他們同意在高科技和網絡安全領域進行合作。 

 

外交部長亞拉皮德和宏都拉斯外長利桑德羅·羅薩萊斯簽署

了備忘錄，以擴大兩國在農業、水資源利用、衛生、教育和

創新領域的合作，以及與開設大使館等有關的技術協議。 

 

同樣在周四(6/24)，班奈特與澳大利亞總理斯考特·莫里森進

行了交談，並邀請他訪問以色列。班奈特在推特上寫道：「我

們同意專注於高科技領域的合作，並探討就兩國之間的自由

貿易協定進行談判的可能性。我們將繼續加強以色列在世界

上的地位。」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6/24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經文和禱告方向： 

 

創世記 12: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

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詩篇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求主興起更多國家來祝福以色列, 並在主的幫助下勇敢地把

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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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