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以色列奪得東奧體操金牌！ 

 

體操運動員 Artem Dolgopyat 為這個猶太國家創造了歷史，

未來還有更多。 

 

以色列有希望獲得奧運獎牌的選手之一阿爾特姆·多爾戈皮

亞特(Artem Dolgopyat)，已在週日藝術體操的自由體操項目

獲得金牌，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在決賽中，他獲得了令人

印象深刻的 14.933分，擊敗了來自西班牙和中國的激烈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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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TATYANA ZENKOVICH/EPA-EFE 

 

這位烏克蘭出生的運動員是第二位獲得金牌的以色列奧運

選手，第一位是在 2004 年，風帆衝浪者 Gal Friedman 為以

色列創造了歷史。 

 

以色列多位領袖都向多爾戈皮亞特發送信息和電話，當看到

他站在領獎台上，聽到國歌 HaTikvah在東京運動場響起時，

全國上下都感到無比自豪。 

 

迄今為止，以色列在本屆奧運會上獲得了三枚獎牌。除了多

爾戈皮亞特的金牌，以色列在週六的團體柔道比賽中獲得銅

牌，而青少年女子跆拳道選手阿維．沙格森伯格(Avishag 

Semberg)上週也將銅牌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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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異議人士造訪以色列， 

與 IDF士兵交談 

「伊朗人民熱愛以色列。伊朗政權頌揚死亡，而以色列國防

軍士兵珍惜生命。」 

 

 
許多以色列人渴望與伊朗恢復友好關係。照片：Flash90 

 

伊朗異議人士代表團首次訪問以色列。訪問期間，在黎巴嫩

邊境的一個以色列國防軍基地，受到熱情歡迎，他們說：「伊

朗人民熱愛以色列。伊朗政權頌揚死亡，而以色列國防軍士

兵珍惜生命。」 

 

「作為在伊朗長大的人，我從小就討厭以色列及他的軍隊，」

他們的發言人說。 



 

「但當我參訪以色列國防軍基地時，我遇到了真正的以色列

士兵，他們對待我像家人一樣，讓我感動流淚。這些年輕的

男女士兵珍惜生命，不像伊斯蘭共和國那樣以死亡為榮。」 

 

發言人是艾哈邁德．巴特比（Ahmad Batebi），他是伊朗政治

活動家和記者，曾作為政治犯在伊朗服刑 15 年，因反對阿

亞圖拉政權（伊朗伊斯蘭什葉派領袖的稱號）而被判處死刑。

出生於設拉子市的巴特比，是 1999 年學生反政權示威抗議

的領導人之一，抗議活動震撼全國並遭到暴力鎮壓。因為領

導示威，他被捕並被判處死刑。巴特比身穿另一名示威者的

血衣的照片在全世界廣為發布，成為抗議的象徵。最後，巴

特比成功逃離伊朗監獄，在美國獲得庇護。目前，在伊朗他

仍被通緝中，無論死活。 

 

巴特比與代表團首次訪問以色列，一個由六名伊朗穆斯林僑

民和異議人士所組成的團體，他們從美國出發，這也是紐約

伊朗猶太人聯合會、美國以色列國防軍之友（FIDF）和自由

之聲研究所聯合倡議的一部分。 

 

代表團訪問以色列，參觀了黎巴嫩邊境的以色列國防軍基地。

他們還訪問黎巴嫩和真主黨陣地，聽取以色列國防軍在該地

區指揮官的簡報。 

 

代表團成員中有伊朗憲法黨總書記福阿德．帕沙伊（Foad 

Pashai），伊朗空軍前飛行員，伊朗憲法黨高級顧問霍斯羅-

貝托拉希（Khosrow Beitollahi）；和自由之聲研究所所長阿米

爾-哈米迪博士（Dr. Amir Hamidi）。 



 

巴特比補充說：「以色列士兵告訴我，雖然伊朗政權想要傷

害以色列，但他們知道這並不代表伊朗人民。他們讓我向所

有伊朗人民傳達一個訊息，他們非常尊重伊朗人民和伊朗的

豐富文化。我真希望有朝一日，伊朗人民能夠訪問以色列，

他們能夠親眼看到真相。我們愛你們，隔斷你我的是邪惡的

政權，而不是我們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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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3:34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翰一書 4:12  

從來沒有人見過神，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

愛他的心在我們裡面得以完全了。 

 

為以色列與伊朗人民嘗試彼此相愛向神獻上讚美，求神興起

更多與以色列友好的國家，讓這塊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滿

了祝福；凡是為以色列祝福的，祢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以色

列的，祢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以色列得福。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政府首長 

多年以來首次會面 

 

 
2021年 7月 6日以色列現任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在耶路撒

冷舉行一場關於經濟的發表會上發言。（影像來源：Menahem Kahana/路透社） 

 

據以色列新聞網站「Walla！」報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自治

的政府首長於週三（7/28）舉行多年以來的首次會面。 

 

在以色列區域合作部長伊薩維．弗拉傑（Issawi Frej）的倡導

下，以色列衛生部長尼贊．霍羅威茨（Nitzan Horowitz）和以

色列環境部長塔瑪．贊德伯格（Tamar Zandberg）與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相關部門部長於耶路撒冷舉行會面。以色列區域合

作部長弗拉傑正試著與多年關係疏離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重新恢復聯繫。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辦公室證實，總理知道並批准這次的會面。 



 

以色列前任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執

政期間，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之間的關係逐漸惡化，

而過去 18 個月以來僅有的聯繫均是透過以色列安全官員以

及前總統魯文．李佛林（Reuven Rivlin）。 

 

前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總統馬哈茂德．

阿巴斯（Mahmoud Abbas）上次的交談是在 2017年。 

 

 

自前總理納坦雅胡卸任後，雙邊關係開始出現好轉。然而，

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與以色列高層官員進行四次電話交談，

包含以色列總統艾薩克．赫爾佐格（Isaac Herzog）與以色列

國防部長本尼．甘茨（Benny Gantz）。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還尚未與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交談，不過

總理班奈特公開並向美國政府表示，他有興趣以某種形式促

進與巴勒斯坦人民的民生和經濟合作。 

 

據報導，在巴勒斯坦總統阿巴斯的請求下，以色列最近批准

15,000位來自約旦河西岸地區巴勒斯坦裔移工的工作證，這

是以巴關係轉好的跡象。 

 

一名負責協調與巴勒斯坦關係的高層官員告訴以色列新聞

網站「Walla！」：「以色列政治高層正在表態他們有興趣進

一步扶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並多年後以色列將能與巴勒斯

坦人民和阿巴斯進行具合法性的對談。」 

 



 

他說：「現在就像是一場文藝復興（renaiss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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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4:19 

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睦的事與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為新政府說自已是所有人民的政府感謝主！奉主名祝福新

政府在國內與人民的關係、對外與巴勒斯坦及列國都有友好

的關係！ 

  



 

哪個穆斯林國家正在與反猶主義抗爭？ 

 

「亞塞拜然的敵人就是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的敵人就是亞

塞拜然的敵人。」 

 

 
在亞塞拜然的猶太領導人表示，在這什葉派的穆斯林國家，他們知道反猶主義

本不該存在這世界。（照片：雷切爾．阿夫拉罕） 

 

「當今世界的主要問題是恐怖主義和反猶主義，我們必須打

敗它們。這與你在哪個地方無關，這是全世界所有猶太社區

都在面臨的問題。」位於亞塞拜然（Azerbaijan）巴庫（Baku）

猶太社區的主席梅利赫．葉夫達耶夫（Melikh Yevdayev）近

期接受《今日以色列》（Israel Today）採訪時提到。亞塞拜

然是位在伊朗北部的什葉派穆斯林國家。 

 

反猶主義，這是全世界的問題。 

 



 

近日，加拿大總理賈斯汀．杜魯道（Justin Trudeau）在加拿

大全國反猶主義高峰會上表示：「反猶主義不是猶太社區該

獨自解決的問題，而是每個人都該起來面對的問題。」杜魯

道在盟約之子組織（B'nei Brith）報告 2020 年加拿大發生

2,610 起反猶主義事件後發表此聲明的。其中約 44%的事件

與 COVID-19 相關，由於一些反猶主義陰謀論認為猶太人和

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有關，導致猶太人被吐口水或以其他

方式成為遭受攻擊對象。 

 

這幾個月僅僅在美國就發生非常多反猶主義事件，反誹謗聯

盟（Anti-Defamation League）報告： 

 

一名哈巴德拉比在麻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被刺傷。 

 

納粹黨徽卐字符號和其他反猶主義的圖像被刻在紐約（New 

York）地下鐵路的紀念碑上。 

 

有人將煙火扔向一群在紐約猶太學校（Yeshiva）外的猶太兒

童，不斷騷擾他們。 

 

馬里蘭州（Maryland）一個猶太人墓園的墓碑上被噴上納粹

黨徽卍字符號。 

 

紐約的一名猶太男子遭到毆打，並受到言語上的侮辱。 

 

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猶太學生成為反猶主義的

受害者，被反猶太主義份子扔雞蛋。 



 

俄亥俄州有各種塗鴉，上面寫著「打倒被猶太復國主義佔領

的政府」。 

 

維吉尼亞州（Virginia）有個不知名的人到處發送印有納粹黨

徽卍字符號的傳單。 

 

猶他州（Utah）的一個高中停車場被噴上了納粹黨徽卍字符

號和其他白人至上的口號。 

 

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一個社區被噴有卐字符號和「納

粹的驕傲」標語。 

 

紐約的一名猶太人在前往猶太會堂的路上遭到攻擊。 

 

密蘇里州（Missouri）的公園及自行車被噴上一個反猶網站的

網址連結。 

 

在麻薩諸塞州鉛廠保護區噴有「殺死猶太人」和「燒死猶太

人」口號及納粹黨徽卍字符號， 

 

紐約威廉斯堡（Williamsburg）一所正統猶太教哈雷迪

（Hassidic）的猶太教學校的窗戶被砸碎。 

 

在紐澤西州（New Jersey）人行道上發現了一個納粹黨徽卐字

符號的噴漆。 

 

在費城（Philadelphia）的一間商店外發現誹謗猶太的標語。 



 

有人在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分發傳單，上

面寫著：「還記得奴隸貿易嗎？78%奴隸的主人是猶太人。拔

除猶太至上主義，讓白人不再愧疚。」 

 

在麻薩諸塞州一個公園裡被噴上了納粹黨徽卐字符號、「希

特勒」的名字和低俗的圖像。 

 

然而，當全世界面臨反猶主義事件急劇增加的時候，葉夫達

耶夫指出，亞塞拜然則沒有這個問題：「我們知道在亞塞拜

然的我們很幸運。在巴庫我們不明白反猶主義代表著什麼。

因為我們生活在最寬容且包容多元文化的國家。」 

 

在一本名為《在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中生活的猶太人：不同

信仰間和諧與共存的典範》的書中，葉夫達耶夫認為：「即

使處在局勢動蕩不安的地理位置，亞塞拜然對所有宗教及文

化十分友善的關鍵，在於它對多樣性的寬容及尊重，以及亞

塞拜然是個新的民主國家。」 

 

「不同種族和宗教背景的人，包括穆斯林、東正教基督徒、

天主教徒、基督徒、猶太人和其他信仰的代表……在亞塞拜然

這個以什葉派為主的國家，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生活在和平、

兄弟情誼和相互尊重中。」他說。「該國的民族和宗教社區

之間一直存在著密切的關係，亞塞拜然從未有過民族、宗教

或種族歧視。幾個世紀以來，寬容和多元文化一直是亞塞拜

然人民的生活方式。它有著非常堅固的基礎、豐富的傳統和

深厚的歷史文化根源。」 

 



 

「至今，有 31個非穆斯林宗教團體在亞塞拜然正式註冊。」

葉夫達耶夫指出。「此外，我的國家有著七座猶太會堂、一

座猶太教博物館、兩所猶太小學、三所幼兒園，一間猶太學

校和十四座教堂。亞塞拜然可能只是個小國，但它為維護及

加強不同宗教間的和諧、相互理解與和平付出了極大的努力，

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我生活在一個穆斯林占多數人口的國家，然而政府建設及

重建猶太會堂，也翻新教堂，並每年為不同的宗教社區規劃

經費並支持他們。」他解釋說。「我生活在一個穆斯林慈善

家出資建設和翻新教堂的國家。」 

 

出於這個原因，葉夫達耶夫指出，洛杉磯西奈猶太會堂（Sinai 

Temple）的拉比大衛．沃普（David Wolpe）在訪問該國時，

將亞塞拜然描述為寬容的綠洲：「如果沒有伊利哈姆．阿利

耶夫（Ilham Aliyev）總統有技巧的領導著亞塞拜然，就不可

能有這寬容的綠洲，他使亞塞拜然在這困難的地區成為一個

穩定和繁榮的國家，證明了一個領導人可以透過兼容並蓄為

他的國家帶來真正的兄弟情誼。」 

 

在我們的採訪中，葉夫達耶夫強調：「亞塞拜然在所有宗教

和社區之間的寬容和友誼，可以讓我們在社會中實現多元文

化和真實的包容。」他說，亞塞拜然的多元文化也利於猶太

世界：「如果國外的猶太社區有人需要幫助，亞塞拜然將會

盡力幫助他們。」 

 



 

葉夫達耶夫還指出，亞塞拜然在國內為推廣猶太教做了很多

工作：「除了猶太博物館，我們還將在巴庫開設一個猶太文

化中心。這是我們政府的主意。」 

 

2018 年，亞塞拜然駐聯合國大使瓦吉夫．薩季科夫（Vaqif 

Sadiqov）表示：「宗教、民族和種族的歧視和不容忍普遍存

在世界各處，並且還在持續增長著。國際間仍需共同努力抵

制日益加劇的不包容和暴力，特別是針對反猶主義。反猶主

義不只是對猶太社區構成威脅。哪裡有反猶主義，那裡就會

有其他歧視性的意識形態。有必要對反猶主義的現象進行公

開討論，以防止這種邪惡繼續蔓延。」 

 

「猶太社區在亞塞拜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等發展中佔

有重要的角色。」大使強調說。「亞塞拜然共和國第一個政

府中就有四名猶太裔部長。現今，在亞塞拜然猶太社區中，

最傑出的代表是美國著名鋼琴家貝菈．達維多維奇（Bella 

Davidovich）、1962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列夫．朗道教

授（Lev Landau）、世界著名音樂家和指揮家姆斯蒂斯拉夫．

羅斯特羅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僅舉幾例。因此，

聯合國的會員國都要為著保護人權，及解決這無法容忍異己

的根源，並不再放任反猶主義及類似的歧視繼續存在世上。」 

 

在訪問亞塞拜然時，曾擔任以色列通信、網絡和衛星部部長

的阿尤布．卡拉（Ayoob Kara）表示：「在我來到這裡後，我

覺得僅次於以色列，亞塞拜然是反猶主義鬥爭中最偉大的國

家。事實上，我會說他們甚至以色列做的更好。 



 

亞塞拜然的敵人，就是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的敵人，就是

亞塞拜然的敵人。」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7/2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傳道書 4:12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

不容易折斷。 

 

約翰一書 4:7 

親愛的弟兄啊，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為愛是從神來的。凡

有愛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並且認識神。 

 

禱告 

感謝神，在反猶主義日益高漲的現今，神讓亞塞拜然有顆愛

以色列的心，相信這愛是從神而來，神必賜福給亞塞拜然，

也求神使兩國如同三股合成的繩子，堅強穩固的在世上彼此

扶持。 

 

 

  



 

台灣將開設首間永久性猶太社群會館 

 

 
坣娜（左）和薛志偉（Jeffrey D. Schwartz）在台灣猶太社群會館，會館目前正

在建設中。（圖片來源：格倫．萊博維茨） 

 

由薛智偉坣娜猶台文化交流協會（JTCA，Jeffrey D. Schwartz 

and NaTang Jewish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出資建設不屬

於任何宗派的台灣猶太社群會館，預計將在 12月完工，以猶

太會堂、猶太餐廳和教室為特色。 

 

台灣猶太社群（Taiwan’s Jewish community）週三時宣佈台灣

第一個猶太社群會館將於年底前開放。佔地 22,500平方英呎

的薛智偉台灣猶太社群會館（ Jeffrey D. Schwartz Jewish 

Community Center of Taiwan）於 2020年開始動工，預計將在

2021年 12月完工。 

 



 

 
台灣猶太社群會館的正面，將於 2021年 12月開放。（圖片來源：格倫．萊博維

茨） 

 

耗資 1,600 萬打造的台灣猶太社群會館將包括一座可容納

100 多人的猶太會堂、一個浸禮池、台灣第一間猶太潔食餐

廳及廚房、一個可提供 300人使用的宴會廳、一所幼兒園和

成年人可以上課使用的教室、一間圖書館、個人或團體可使

用的自由空間，以及適合戶外活動的地中海風格庭院。 

 

近 500件稀有猶太文物和與社群會館同名的猶太藝術品等私

人收藏也將在此永久展出。 

 



 

 
台灣猶太社群會館的屋頂廣場，目前正在建設中。（圖片來源：格倫．萊博維

茨） 

 

至目前為止，猶太社群主要在台北市租用兩個空間，ㄧ個是

哈巴德（Chabad）中心，還有一個小型辦公室使用。哈巴德

（Chabad）拉比譚碩彌（Rabbi Shlomi Tabib）2011年與妻子

和家人來台北後，開設了一個猶太教主日學課程。等猶太社

群會館開放後，哈巴德相關的教育課程將會在那裡進行。 

 

在台生活 30年的台灣猶太社群發言人格倫．萊博維茨（Glenn 

Leibowitz）表示，台灣約有 700至 800名猶太人，其中一半

為踴躍參與社群的會員，守著安息日及猶太節日和其他活動。 

 



 

 
台灣猶太社群會館屋頂廣場的馬賽克地板，目前正在建設中。（圖片來源：格

倫．萊博維茨） 

 

萊博維茨說，大多數猶太居民住在台灣最繁華且是商業和生

活中心的台北市，其餘則分佈在全島各地，居住在台灣中部、

南部和東部。 

 

 
台灣猶太社群 2021年普珥節派對合影。（圖片來源：Archi Chang/透過 JTA） 

 



 

該社群會館由薛智偉坣娜猶台文化交流協會（JTCA，Jeffrey D. 

Schwartz and NaTang Jewish Taiwan Cultural Association）出資、

建造和營運，JTCA是一個為台灣和世界各地的猶太社群服務

的非營利組織。 

 

薛志偉是名在台灣生活了 50多年的商人。他的妻子，JTCA聯

合創辦人兼聯合主席坣娜，是台灣出生的女演員、音樂家和

作家。 

 

 

坣娜（左）和薛志偉（Jeffrey D. Schwartz）視察建設中的猶太社群會館的屋頂

廣場。（圖片來源：格倫．萊博維茨） 

 

社群會館創辦人說，儘管潔食廚房是遵照猶太律法中的飲食

規範，且館內有一個按嚴格猶太教律建設的浸禮池，但該會

館並不屬於任何一種猶太教派別──也非專門只提供服務給

猶太人。 

 

https://static.timesofisrael.com/www/uploads/2021/07/jeffrey-natang-plaza-outside-2500x1667-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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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猶太社群會館建造浸禮池。（圖片來源：格倫．萊博維茨） 

 

萊博維茨在給《以色列時報》（Times of Israel）的電子郵件

中提到：「我們歡迎所有人，無論來自任何教派、是否為社

群會員或其遵守猶太教律法的程度為何──我們也同樣歡迎

他們的家人和朋友。」 

 

「JTCA尊重台灣所有猶太團體，也包括支持猶太人和以色列

的非猶太團體。」薛志偉在一份聲明中寫道。「我們內部越

多元，對外將越團結，我們就能更加強大。」 

 



 

 
台灣猶太社群會館的玻璃壁畫，會館目前正在建設中。（圖片來源：格倫．萊博

維茨）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1/07/2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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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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