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迎接來自全球四面八方的阿利亞 

 

為北美猶太人回歸敞開大門並提供更多航班 

 

 

202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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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末通常是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的高峰期，許多家庭規劃在

此時抵達，以便孩子能在秋季入學。然而預期未來幾週的阿

利亞回歸計畫將出現異常的人數激增，許多猶太家庭因著新

冠疫情而推遲搬回以色列的時間，現在皆試圖回到以色列，

讓他們的孩子能入學。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目前面臨前

所未有的情況，同時為東方、西方、南方和北方來自四面八

方的猶太人提供阿利亞回歸專機。 

 

 

 

我們正處在歷史上一個很獨特的年代，非常多基督徒幫助猶

太人回歸他們祖先的家園─這一切與數百年來聖經中關於外

邦人幫助猶太人從地極返回應許之地的預言一致。作為基督

徒，我們不只有幸見證現今的神蹟，更應該主動的實現它。

因此 ICEJ 幾十年來一直與以色列猶太事務局和其他夥伴合

作，幫助實現這具有歷史意義的猶太人回歸運動。 

 



 

然而我們在做阿利亞回歸運動的這些年裡，此刻顯得更為特

別！ICEJ 從未有機會同時協助來自這麼多國家的阿利亞航班。

接下來的兩至三個月內，我們將致力幫助數百名衣索匹亞猶

太人和來自印度的瑪拿西之子回歸。我們也會一如既往的為

來自北方──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其他前蘇聯同盟國的阿利亞

回歸班機提供協助。我們不久前剛幫助了來自法國和南非的

大型回歸航班。現在大門已經為我們打開，我們也會贊助比

以往更多的美國猶太人回到以色列。 

 

北美的猶太家庭在未來幾週內尋求能回到以色列，然而這條

阿利亞路線的資金來源逐漸減少。猶太事務局尋求耶路撒冷

國際基督徒使館共同應對美國猶太移民超出預期激增數量─

這已經成為歷年來北美阿利亞回歸運動最多人的一次。預計

2021年將有約 5,000名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猶太移民來到以

色列，比往年平均值增長 42%。 

 

這為我們提供了絕佳的機會，可以在除以色列外猶太人口數

量最多的地區加強我們的阿利亞回歸事工。目前估計有 570

萬猶太人居住在北美，加上他們的近親的話，根據回歸法可

獲得阿利亞回歸資格的人數躍升至 1270萬。 

 

目前阿利亞回歸人數大量增加的原因由幾個因素造成的，主

要原因是人們認為以色列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做得很好。而以

色列的經濟也讓人放心，看起來比其他國家更有能力從疫情

影響中恢復過來。對於年輕一代而言，以色列擁有更好的就

業機會，尤其是高科技產業。 



 

近幾個月來，世界各地的猶太人越來越擔心反猶主義的升溫，

許多人將新冠肺炎的蔓延歸咎於猶太人，即使加薩飛彈攻擊

震撼美國和許多其他國家，然而各國依然充滿著反猶主義。

根據反誹謗聯盟（ADL）表示，2020 年和 2021 年美國發生

8,004起針對猶太人的反猶主義或極端主義攻擊事件。 

 

7 月，ICEJ 回應猶太事務局的緊急請求，以幫助解決美國阿

利亞回歸人數激增的問題，因此我們贊助了來自紐約、紐澤

西州、加利福尼亞、伊利諾州、佛羅里達州和其他州的 30名

猶太新移民（olim）的回歸航班。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阿里（Ari L.）24歲，來自馬里蘭州：「我成為阿利亞回歸的

一員，未來將作為猶太人生活著。我希望自己能為以色列及

人民做出貢獻。」 



 

來自德克薩斯州 27 歲的格倫（Glen M.）：「我成為阿利亞

回歸的一員，是因為我覺得我屬於這裡，如果我把我的繸子

（tzizit）和猶太人的小帽（kippa）大方穿戴著，沒有人會評

判我。而且我想和同年齡的人在一起，我認為以色列是我結

識同齡專業人士的最佳場所。我希望自己能幫助孩子們，並

享受我的工作，也期待能與有獨特技能的人一起工作。」 

 

來自紐約 32歲的哈達爾（Hadar B.）：「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就想住在以色列。以色列對我而言一直都是家。我希望為

以色列的經濟做出貢獻，並協助其發展使國家能邁向成功。」 

 

 

  



 

喬許（Josh A.）27歲，來自伊利諾州：「成為回歸以色列的

一員是因為我的夢想就是來到以色列，住在我的家族世世代

代所居住的地方，並期許我能更多的生根在此。未來希望自

己能加入軍隊，有朝一日在這塊土地撫養我的孩子。」 

 

這些年輕人已經完成隔離並開始他們在以色列的新生活，參

加在耶路撒冷埃齊翁（Etzion）舉行為期五個月的密集希伯來

語課程（Ulpan）──以色列旗艦密集希伯來語學習課程。 

 

2021年開始至七月已有 14,723名新移民抵達以色列。ICEJ幫

助其中的 2,175 人回歸，代表了今年返回以色列約 15%的猶

太人。這些猶太新移民來自世界各地，包括阿根廷、澳洲、

白俄羅斯、巴西、智利、哥倫比亞、衣索匹亞、法國、芬蘭、

哈薩克、墨西哥、荷蘭、南非、瑞典、瑞士、烏克蘭、英國、

美國、俄羅斯和其他前蘇聯加盟國。 

 

在您的幫助下，我們才能開始這項事工。邀請您在這令人難

以置信的時刻與我們站在一起，我們將有機會從比過往更多

的地區將大量的猶太人帶回以色列。許多新移民計劃在未來

幾週內抵達以色列，然而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就是今天，

一起為 ICEJ的阿利亞回歸慈惠事工伸出您慷慨的手吧！ 

 

 

 

 

 

https://p.ecpay.com.tw/8DA7B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8/19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16:15 

卻要指著那領以色列人從北方之地，並趕他們到的各國上來

之永生的耶和華起誓，並且我要領他們再入我從前賜給他們

列祖之地。 

 

禱告 

感謝神，繼續激動列國的猶太人回到神賜給他們的應許之地，

求神掌權在所有的阿利亞回歸航班，讓一切所需用的經費充

足，使猶太人快快的回到以色列。 

  



 

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和 

葉門猶太人的故事 

 

從第一聖殿時期，葉門一直是猶太人居住的家園，然而他們

在穆斯林統治下遭受過巨大的磨難。 

 

 
葉門猶太人在現代猶太復國主義和以色列的重生中有著關鍵的角色。照片：葛

森．艾林森（Gershon Elinson）/Flash90 

 

在美國各大學裡，大多數人相信猶太復國主義的誕生是因著

歐洲猶太人回到中東才發生，事實上有 850,000 名猶太人被

迫離開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來到以色列，而葉門猶太人是其

中早期回到聖地的猶太復國主義定居者。葉門猶太人的故事

是現代猶太復國主義的關鍵部分，要正確了解以色列，就需

要研究葉門猶太人的歷史和文化。 

 



 

葉門猶太人社會文化文獻保存和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Document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Jews of Yemenite Heritage）主席伊格爾．本．

沙龍（Igal Ben Shalom）博士在接受《今日以色列》專訪時表

示：「我們的故事始於第一座聖殿毀壞時期，先知耶利米曾

預言這件事。有些支派前往葉門並在那裡建立了社區。有信

件可以證明我們的人民與這片土地之間的的關係，在 2世紀，

一些富有的葉門猶太人埋葬在以色列。」 

 

根據本．沙龍博士的說法，在 3世紀和 5世紀之間，葉門有

一個猶太王國挑戰拜占庭帝國的基督徒，但最終失敗了。隨

後他注意到穆罕默德（Mohammed）來到葉門，使該地區信

奉伊斯蘭教，這對猶太社區造成災難性的結果：「在穆斯林

統治下，猶太人被禁止騎馬。猶太會堂不能比清真寺高，迫

使猶太人只能把會堂建造的深入地下。孤兒經常被綁架或從

猶太社區被帶走，並被扶養成穆斯林。出於這個原因，當時

葉門猶太人讓 9歲、10歲和 11歲的猶太女孩嫁出去，以免

她們被穆斯林帶走。」 

 

「猶太人遭受很多苦難。」他強調說。「邁蒙尼德（Maimonides）

寫信給他們鼓勵他們的信仰。拉比沙龍．沙赫巴齊（Shalom 

Shibazi）也寫了許多關於救贖的詩歌。1679年，葉門國王告

訴猶太人，他們必須在改信伊斯蘭教和死亡之間做選擇，但

沙赫巴齊說服國王將猶太人流放到沙漠，結果有 40%的猶太

人在那裡喪生。」 

 



 

本．沙龍博士指出，一年半後葉門的支派領袖們說服葉門執

政者允許猶太人返回葉門，因為他們擁有許多專業的重要技

能：「他們是銀器、珠寶、劍和許多器具的專家。但是猶太

人不被允許回到他們原本居住的村莊。他們必須混住在人群

中。當他們返回時，他們發現猶太會堂和妥拉都被燒毀。儘

管如此，他們還是試圖恢復並振作起來。」 

 

 
早期葉門猶太移民到以色列。 

 

葉門猶太人的阿利亞運動起源於 1800年代。根據本．沙龍博

士的說法，一群葉門猶太人在 1881年來到耶路撒冷，發現塞

法迪（Sephardic）猶太人和阿什肯納茲（Ashkenazi）猶太人

不想為葉門猶太人騰出空間：「他們不想與葉門猶太人分享

居住的地方，所以葉門猶太人在為自己建造石屋之前搬到了

東耶路撒冷的錫勒萬（Silwan）洞穴。」 



 

然而，1936年阿拉伯起義期間，英國將葉門猶太人驅逐出錫

勒萬，直到 1967年才獲准返回。 

 

本．沙龍博士指出，1911年發生了另一波葉門阿利亞運動：

「他們建立莫沙夫（moshavs，註：合作農業社區）在加利利

（Galilee）、濟克隆雅各（Zikhron Ya’akov,）和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他們還在內坦亞（Netanya）、特拉維夫（Tel Aviv）

和耶路撒冷建立社區。」然而，阿利亞大型回歸運動發生在

1949年，當時葉門國王允許猶太人離開，前提是他們必須把

一切家當都拋開，不能帶走。 

 

 
葉門猶太人擁有古老而豐富的文化，但在逃往以色列時不得不拋下一切。 

 



 

撒迦利亞．迦瑪列（Zacharia Gamliel）是 1949年參與阿利亞

運動的葉門猶太人之一。在阿利亞運動之前，他遭受極大的

痛苦。正如迦瑪列所說，「那裡非常貧困。穆斯林政府統治

葉門，他們沒有給猶太人任何東西。每個家庭必須想辦法照

顧好自己」 

 

「我哥哥 14 歲時去了亞丁（Aden），在一個非猶太人的家

庭裡學習一項專業。」他說。「沒有信件，沒有電視或任何

東西。我母親很久沒有收到他的消息。所以我父親去了亞丁，

把其他家人都留在家裡。當他們離開時，我們全家只能自己

照顧著自己。沒有水也沒有食物。最後母親讓所有孩子們騎

上驢，我們也一起旅行。」 

 

「一位親戚幫助我們去亞丁找父親。」他繼續說。 「在那之

後，父親去別的地方工作了。之後我的母親去世了。我和其

他孩子與母親的姐姐住在一起。就在那時，我一歲半的妹妹

去世。另一個 9 歲的妹妹嫁給了一個 21 歲的男人，使得我

父親可以娶一個 18歲的女人。當時我 13歲。」 

 

有了這樣的人生故事，撒迦利亞得出的結論是，機會出現時，

當時最好的選擇就是搬到以色列，他在葉門幾乎沒有錢，被

迫非常努力的工作：「我去到亞丁，也沒有東西可以吃。儘

管如此，在許多兄弟姐妹準備放棄時，我們在一週後選擇去

以色列。我父親起初留在葉門，但後來也和他的新妻子和我

其他兄弟姐妹一起回到以色列。起初，我住在內坦亞的一個

青年村，然後搬到佩塔提克瓦（Petach Tikva），之後在拉馬

特伊沙（Ramat Yisha）與父親和他的新妻子同住。 



 

1955年我入伍加入軍隊。然後結婚生子。」撒迦利亞目前住

在納哈里雅（Nahariya），已經有曾孫。 

 

本．沙龍博士解釋說，這一代葉門猶太人確實遭受了極大的

患難：「他們抵達時，住在帳篷和難民營（mabaharot）中。 

15,000名葉門兒童被帶走並失蹤。儘管如此，葉門猶太人依

然在這裡開創了珠寶和銀器等行業。其他人，像是奧芙拉．

哈扎（Ofra Haza）和休夏娜．達默里斯（Shoshana Damari）

成為歌手。大多數以色列舞蹈也起源於葉門。我們還特別閱

讀了妥拉，其中結合了邁蒙尼德和薩迪亞．加翁（Saadiah 

Gaon）的教導。」薩迪亞．加翁是拉比也是哲學家，西元 915

年離開埃及，住在提比里亞（Tiberius）。 

 

 
迦瑪列先生和他的妹妹。 

 



 

以斯帖．本．沙龍（Esther Ben Shalom）帶我參觀了位於內坦

亞的葉門猶太博物館，他補充說：「葉門人暗利．奧姆拉尼

（Omri Omrani）成為著名的畫家和藝術家，他製作了 1000

座雕像。阿哈瓦．本．施洛米（Ahavah Ben Shlomi）曾在葉

門國王的家中擔任藝術家，她花了 10 年時間將她的家變成

了一座藝術性的葉門宮殿。我們擁有數千年的歷史、哲學、

詩歌和藝術。在葉門我們有很多有錢人，但我們卻不能帶任

何東西到以色列。」 

 

本．沙龍博士感嘆葉門年輕一代的猶太人沒有保留他們的傳

統：「教育體系沒有教導他們來自阿拉伯國家猶太人的故事。

現在他們正試圖改變現狀，但為時已晚。我的夢想是在學校

教授這段歷史。」本．沙龍博士的父親和以斯帖的叔叔奧瓦

迪亞．本．沙龍（Ovadia Ben Shalom）成立了葉門猶太人社

會文化文獻保存和研究協會：「我父親 7 歲時在 1930 年代

參與阿利亞運動。他在哈加納（Hagannah）也是照顧葉門猶

太社區的領導人之一。七年前他去世，我來到這裡是為了幫

助其他人了解我們的歷史，並傳達我們是組成以色列的重要

部份之一。」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8/15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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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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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過往到現在，如同葉門猶太人，神親自召回分散在世界各

處的猶太百姓回到以色列。求神繼續動工在猶太人阿利亞回

歸運動上，也祝福葉門猶太人，讓他們在以色列能得享安慰

及安息，讓我們一起参與在神的全球大計劃中。 

  



 

以色列古蹟的發現再次證明 

聖經的真實 

 

 

 

人們對以色列不久將再次開放基督教旅遊的願望在不斷攀

升，但第四波冠狀病毒使新政府重新開始限制政策，包括可

能對所有入境的外國遊客無論是否接種疫苗都要實施為期

一週的檢疫要求。但是，在這個國家再次開始歡迎旅遊團之

前，聖經之地一直在流露其隱藏的寶藏的消息，以證明上帝

話語的準確性。 

 

就在最近幾個月，有許多驚人的考古發現證實了希伯來文和

基督教聖經中的說法。 

 



 

例如，在最近的新聞中，在大衛古城的挖掘中發現了約 2800

年前耶路撒冷的一層破壞層，這與該城的任何戰鬥或征服都

不相符，讓考古學家猜測，這可能是阿摩司和撒迦利亞先知

書中提到的襲擊這座城市的大地震的證據。出土的廢墟包括

破碎的黏土器皿、燈、炊具、碗和儲存容器，這些都是在一

座古建築的牆壁倒塌時損壞的。阿摩司書 1:1 和撒迦利亞書

14:5都提到「在猶大王烏西雅的日子里」，一場震驚以色列

的大地震。 

 

以色列古文物管理局的考古學家繼續在大衛城發現許多引

人入勝的史前古文物，這些文物的驚人發現是建立在迄今為

止收集的城牆附近大量證據的基礎上的，同時這些證據表明，

在希伯來聖經所描述的時期，該城牆區確實是統治以色列和

猶大王國的大衛王朝的首都。例如，最近的挖掘發現了耶路

撒冷外城牆缺失的東段，這是巴比倫人在公元前 586年被摧

毀前夕遇見的。在第二聖殿時代，其他的發現增加了我們對

同一地區的了解，包括最近出土的箭頭和公元 70 年羅馬征

服時的其他武器。 

 

與此同時，最近在西牆隧道區域，兩個大型、宏偉的圓頂房

間被發現。這兩個房間被認為是西牆隧道內一個裝飾華麗的

公共大廳的一部分，很可能是當時猶太官員用來歡迎和接待

非常重要的訪客，然後才登上上面的聖殿外院。西牆遺產基

金會將在未來開放新發掘的房屋，與西牆隧道（Kotel）的綜

合建築一起供遊客參觀。 

 



 

 

 

在其他地方，最近在凱爾貝特．拉伊．亞拉考古地區（Khirbet 

al-Ra'I）的一個挖掘中發現了一個古老的陶罐，據信是聖經中

的洗革拉（Ziklag）（例如，撒母耳記上 30章），上面有一

個非常有趣的墨跡銘文「Jerubbaal」（耶路巴力銘文）。這

是士師記 6:31-32 中給基甸的名字，意思是「讓巴力與他爭

論」或「願主偉大」。 

 

古迦南文字中的罐子和銘文可以追溯到 3100 年前的士師時

代，當時基甸在基利波山摧毀了巴力的祭壇，並領導以色列

人在耶斯列山谷打敗了亞瑪力人。雖然目前還不能確定這件

刻有銘文的陶器是否與基甸有直接聯繫，但專家表示，它確

實揭示了聖經如何記存以色列早期歷史中的真實事件和名

稱。 

 



 

近幾個月來，在以靠近貝特謝梅什（Beit Shemesh）古代廢墟

—亞西加考古山（Tel Azekah，就在以拉谷地的附近，以拉谷

地是大衛殺死歌利亞的地方）的發掘不僅發現了這座設防的

以色列城市的陶器和牆壁，還發現了在那裡戰鬥的士兵的骨

架。人類遺骸被認為可以追溯到 2700 多年前亞述人入侵猶

大王國時，西拿基立（Sennacherib）國王摧毀了亞西加

（Azekah）（見王下 18-19；代下 32；以賽亞書 36:1）。 

 

幾個月前，考古學家報告說，他們發現了數十塊可追溯到公

元 135 年巴爾．科赫巴時期的聖經卷軸碎片—這是 60 年來

首次發現古聖經羊皮紙。這卷卷軸是用希臘語寫的，包括十

二卷小先知書的部分內容，包括撒迦利亞和那鴻的書。這一

罕見的發現是在一次全國性的聯合行動中發現的，該行動旨

在尋找和保存在猶大沙漠和死海盆地的古董掠奪者留下的

任何古代羊皮紙。 

 

 



 

最後，在以色列南端附近的亭拿（Timna），最近發現的證據

表明，正如聖經所示， 在所羅門國王統治時期，以色列人確

實在那裡開採銅礦。到目前為止，許多考古學家和學者已經

確定了該遺址銅礦開採活動的年代，幾乎完全與該地區早期

的埃及人存在有關。在這些突破性的新發現中，考古學家已

經找到了大衛王和所羅門王時代的被染成皇家紫色的布料

碎片。 

 

新聞來源：大衛．帕森斯，ICEJ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新聞日期：2021/08/05 

翻譯：大明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約翰福音 5:39 

你們查考聖經（或作：應當查考聖經），因你們以為內中有

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 

 

提摩太後書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

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求主開啟世人的心眼，知道耶穌和福音的真實；求主也開啟

基督徒的心眼，明白我們信仰中猶太根源的寶貴和真實！ 

 

 



 

電影「直到王國降臨」詆毀 

猶太復國主義者 

 

出於各種原因，西方主流媒體似乎又回到了誹謗支持以色列

的基督徒的老習慣，將他們描述成渴望世界末日的戰爭販子。

這不僅僅是宗教偏見和新聞業的瀆職行為，更是當今時代的

血腥誹謗。如果說有人癡迷於《啟示錄》，那麽與其說是福

音派基督徒，不如說是西方「新聞媒體」。 

 

最近一波關於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罪惡的負面報導和評論

很可能是由一系列同時發生的事件推動的。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他們最喜歡的領導人唐納德．川普（Donald Trump）在美

國敗落和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以色列

落敗後，許多左翼人士開始向福音派人士大舉施壓。 

 

他們還興高采烈地報導和評論了最近的民調數字，該數字顯

示美國白人福音派人數正在下降，且以色列在年輕福音派中

的支持率正在下降。不斷詆毀基督教猶太覆國主義者的一個

確切的催化劑是紀錄片《直到王國降臨》，這部紀錄片是在

去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特意安排上映的。 

 

這部紀錄片由以色列電影製作人瑪雅．津施泰因（Maya 

Zinshtein）和阿夫拉罕．特羅恩（Avraham Troen）製作，聲

稱為支持以色列的福音派基督徒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然而，它只是重新樹立了一種陳舊的刻板印象，即基督徒仍

然是猶太人甚至是全世界最可怕的敵人。這部電影於去年夏

天在以色列召開全球首映式，並在隨後的幾個月里在眾多電

影節和美國猶太觀眾面前上映。它原本計劃於 3月底在美國

的 PBS電視台播出，但現在被無限期推遲，等待對它的許多

缺陷和欺騙進行獨立審查。 

 

這部電影被推遲上映的功勞，主要來自 CAMERA（中東報道

和分析準確性委員會）的基督教媒體分析師德克斯特．範齊

勒（Dexter van Zile）的努力，他揭露了這部電影真正的惡意。

他在影片中指出了一些重大的蓄意欺騙，包括： 

 

1、 製片人故意篡改了美國前總統唐納德．川普在介紹其

「世紀協定」時的講話音頻，使其聽起來像是，他的計

劃是在號召以色列吞並整個猶太/撒馬利亞（西岸），而

不是僅僅回歸到猶太人定居點所在的部分和出於正當

的安全原因需要的「C區」的其他部分。 

 

2、 製片方誤導性地使用了一段剪輯，多年前，當美國國務

卿邁克．龐佩奧（Mike Pompeo）還在另外一個職位時，

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半開玩笑地提及了「被提升天」，

這段剪輯被做成了，看起來龐佩奧已將時代末世論納入

國務院關於以巴問題的官方政策。 

 

3、 製片人嚴重歪曲了大衛．布羅格（David Brog）的言論以

及 CUFI（Christians United For Israel，以色列基督徒聯合

會）關於 UNRWA（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



 

程處）所做的遊說努力，使他們看起來是在無情地尋求

完全切斷美國對巴勒斯坦難民的所有外國援助，而事實

上，他們在通過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重新引導資

金，倡導更大的責任和更高的效率。這部電影還描繪了

CUFI違背以色列政治和軍事領導人的建議而為 UNRWA

的撤資不斷努力，而事實上，是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

坦雅胡請求白宮做了撤資這件事。 

 

4、 製片人嘲諷的把福音派描繪成，支持以色列的目的不是

出於對猶太國家和人民的真正愛和關心，也不是出於對

聖經的堅定信仰，即上帝承諾要將他們恢復到他們的祖

先家園，而是出於對世界末日的嗜血渴望。 

 

對於任何看過電影《直到王國降臨》的人來說，產生一種錯

誤的指控是難以避免的。去年，這部電影已經通過主要的國

家電視頻道向以色列人播放，幾個月以來也向許多美國猶太

觀眾播放。這部紀錄片意在喚起觀眾對親以色列基督徒的恐

懼和厭惡。《國土報》評論員吉迪恩．利維（Gideon Levy）

在以色列第一頻道播出之前對這部電影進行了評論，他甚至

警告以色列人，由於影片主題和信仰的可憎性，要隨身攜帶

嘔吐袋。 

 

然而，事實證明，津施泰因和特羅恩把福音派描繪成嗜血饑

渴地阻止中東和平的形象，是完全不準確的。相反，福音派

領袖不是中東和平的破壞者，更不是要挑起一場以色列與阿

拉伯/伊斯蘭世界的全球戰爭，事實上，他們正在積極努力通

過《亞伯拉罕協定》實現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和平。



 

這一點卻被電影制作人完全忽略了，盡管在他們拍攝和編輯

電影的三年中，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 

 

新聞來源：大衛．帕森斯，ICEJ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新聞日期：2021/07/30 

翻譯：JC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約翰福音 1: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以弗所書 4:25 

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

為肢體。 

 

為這部電影已造成的傷害求主潔淨和醫治！也願主的真理

如真光發出，讓一切的謊言不攻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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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