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 總裁的信 

 

親愛的朋友們： 

 

最近幾個月以來，新冠疫情正蓄勢待發而新一波疫情讓國際

旅遊陷入癱瘓，包括以色列。我無法幫上忙，不過想到以利

亞的時代，當以色列面臨三年的乾旱時，上帝試著吸引以色

列的注意，聆聽祂的聲音以及悔改轉向祂。聖經告訴我們，

主再來之前，以利亞的日子會再次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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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閱讀到本文章時，我們即將在耶路撒冷慶祝以「以利亞

的日子」為主題的住棚節特會。我們原本期待今年能歡迎朝

聖節期者來到耶路撒冷，但可惜的是，前往以色列旅遊再次

受到嚴格的管制。不過如同去年，這不會使我們取消慶祝住

棚節。 

 

我們這麽做只為一件事：住棚節不是 ICEJ的節期，不過聖經

稱作為「耶和華的節期」（利未記 23:4）。另外，當祂吩咐

以色列要永遠守住這個節期時，祂也邀請列國加入他們。（撒

迦利亞 14:16）。 

 

好消息是，雖然您可能無法來到耶路撒冷，但我們將為您帶

來線上特會！您能夠在家或是教會，與家人、查經班或是禱

告團契一起收看直播。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將再次使用新

科技盡可能帶給您最優質的住棚節特會。 

 

我們將從猶大曠野的昆蘭、加利利海以及耶路撒冷聖殿南墻

階梯，和其他地方來慶祝住棚節，來自世界各地上帝的僕人

們也將會加入我們：盧．恩格爾（Lou Engle）、安格斯．布

昌（Angus Buchan）、邁克．比克爾（Mike Bickle）、腓力．

曼都法（Philip Mantofa）以及莫西．馬杜巴（Mosy Madugba） 

都是分享上帝話語大有能力的講者。來自以色列和列國滿有

恩膏的敬拜領袖也將會參加特會。您一定會蒙受祝福，因為

我們期盼關於以利亞事工適時具有挑戰性的啟示和它對我

們今天的意義。 

 



 

我特別興奮的是，在特會期間您可以參與每天 24 小時的禱

告會。去年我們甚至聽到國家級禱告蒙應允的美好見證，我

們期待上帝今年行更大的事情！ 

 

最後一件關於住棚節的事：上帝稱它為「預定的約會」（希

伯來文為 mo’ed）。這代表著上帝已經進入祂設立屬天日程

的預定時期，將與祂的子民相會。去年即使弟兄姐妹藉由電

腦、電視或是其他行動裝置收看特會，我們仍聽見許多人經

歷主的同在如何充滿他們當中的見證。今年上帝也一定會持

守祂預定的約會—無論您住在哪裡，希望您不會錯過今年的

聚會！ 

 

我期待您參與今年「以利亞的日子」線上住棚節聚會！ 

 

上帝祝福您閱讀 ICEJ的文章！我們住棚節再會！ 

  



 

2021住棚節特會內容 

 

 

 



 

 

 

 

 

 



 

 

 

 

 

 



 

 

 

  



 

猶太新年：吹角日 

 

 

 

聖經節期 Rosh HaShana，也稱為猶太新年，今年從 9月 6日

星期一晚上傍晚開始。它開啟了秋季的聖日，其中包括贖罪

日（Yom Kippur）和住棚節（Feast of Tabernacles）。那「Rosh 

HaShana」的含義是什麼，以及它出現在聖經什麼地方，而作

為基督徒的我們可以如何了解它的屬靈和預言含義呢？ 

 

首先，Rosh HaShana是每個月假期當中的一個特殊版本，稱

為月朔（Rosh Chodesh），或新農曆月的開始。在創世記 1章

14節，神說太陽和月亮是「記號和季節」，事實上，最重要

的猶太節日是由月亮決定的。月亮也可以作為一個節期

（moed），希伯來文單字最恰當的翻譯為「指定的時間」。

是神親自約定與人會面的時間，這是多大的約定！ 



 

想想看，出埃及記時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在西奈山

（Mount Sinai）將妥拉（Torah）交給摩西、耶穌死在十字架

上，這些重要的事件都發生在神指定的日子裡。 

 

 

 

現在月朔的意義主要是確定每個月的月初日，即新月日，這

也確定了在當月其他重要節日的日期。 

 

每個月的月朔都是親近神、吹號角和歡喜快樂的時刻。民數

記 10:10 提到這將成為你們的紀念（zikaron）。聖經中也有

許多在其他月發生的悲慘事件，猶太人因罪而遭受苦難，提

醒我們神的公義和審判。 

 

在猶太新年，這個主題非常重要。它是最重要的月朔日，也

稱為（Yom ha Zikaron），根據聖經它是「號角日」，或者更

準確的說是吹號角的日子（Yom Teruah）。 

 

 



 

特別的提斯利月（Tishri） 

 

吹角日是一個讓人充滿許多感受的慶祝活動：節日的歡樂、

吃喝和吹著號角，同時也帶著莊嚴的態度。神被銘記為審判

者，生命冊被打開。它代表著十個「敬畏之日」（Yamim Noraim）

的開始，直到贖罪日。我們慶祝神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同

時請求祂的寬恕並試著從過去吸取教訓，我們呼求著祂的憐

憫。接著在提斯利月 15日滿月時，是所有猶太節日中最歡樂

的的節日：住棚節（Sukkot，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為什麼這個月充滿著屬靈上重要的與神會面的時間

（moadim）？這個月是否標誌著一年的開始？月朔及提斯利

月被認為是一年的開始，也是猶太新年，但同時提斯利月又

被稱為第七個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點？ 

 

要掌握這個概念，首先要知道提斯利月代表一年的開始，並

想像著古代以色列的農業週期。每個節日都有其屬靈含義和

農作意義：逾越節（Passover）表示透過羔羊的血，以色列人

從埃及的奴隸制度中被解放並得著自由，同時也代表大麥初

熟的果實；五旬節（Shavuot）紀念著神賜下的妥拉和第一次

的豐收；住棚節，猶太人記得他們如何在沙漠中徘徊，但他

們也慶祝最後的收成，收割在漫長的夏天裡生長和成熟的農

作物。 

 



 

 

 

根據希伯來曆，聖經年確實從提斯利月開始，因為這是冬天

雨季即將開始的月份。這時期決定了整個地區在當年接下來

的命運。如果初期不下雨，國家就會面臨乾旱。在古代，當

各國為有限的資源鬥爭時，就會爆發戰爭。不僅在古代：曾

有人說過，最近爆發的敘利亞內戰，造成該國極大打擊的原

因之一是長期乾旱，迫使農民離開田地，前往動亂開始的城

市。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更理解以利亞（Elijah）時代那三年

半乾旱（雅各書 5:17）造成的影響。四年來，每一年的這個

時間，他們都期待下雨，但沒有下雨。這造成了全國性的危

機，以及撒瑪利亞（Samaria）大饑荒。亞哈王（King Ahab）

責備以利亞，但以利亞回答說：「使以色列遭災的不是我，

乃是你和你父家；因為你們離棄耶和華的誡命，去隨從巴力。」 

（列王紀上 18:17-18） 

 



 

以利亞時代的乾旱與百姓的罪有關。亞哈王不該指責以利亞，

而是自己應當悔改。接著以利亞呼籲人民悔改及表明立場

（列王紀上 18:21）。 

 

 

 

我們選擇了「以利亞的日子」作為今年住棚節的主題。我們

感覺過去一年與以利亞時代的乾旱日子相似。新冠肺炎全球

大流行已經在許多方面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但這還沒有

結束。所發生的一切都強調著我們需要完全依靠神和祂完全

的主權。我們無法控制未來，但神可以。因此我們被呼召悔

改，應當全心全意歸向主。 

 

很大程度上這是屬於提斯利月和秋季假期的信息。在新的務

農年開始之前，聖經命令特定的月份。為了重申神是即將到

來的新季節及命運背後那唯一的力量。我們不仰望大自然，

我們也不崇拜地球為母親，也不讓感受到的氣候變化控制我

們，反之，我們相信神，那位能決定雨季將如何展開的神。 



 

依靠神和信靠祂的想法充滿在整個秋季節期當中：住棚節的

主題是記住神如何在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路上保護他們。在

住棚節期間，人們被命令離開他們舒適的住所，暴露在自然

環境中並相信神的保守，而不是人為的保護。我們不能依賴

我們的房產、我們的金錢，甚至我們的技能或健康。我們應

當完全倚賴上帝。 

 

大聲的喚醒 

 

我們還可以從關於猶太新年（Rosh HaShana）的經文中學到

什麼？首先，令人驚訝的是聖經並沒有稱它為新年，而是稱

其為七月的第一天。唯一的誡命是停止工作並吹號角。 

 

在民數記 29:1-2 中可以找到定義它的經文：「七月初一日，

你們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們當守為吹角

的日子。（Yom Teruah）你們要將公牛犢一隻，公綿羊一隻，

沒有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七隻，作為馨香的燔祭獻給耶和華。」 

 

在利未記 23:23-25中可以找到另一段相關的經文：「耶和華

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你們要守為聖安

息日，要吹角作紀念（Zichron Teruah），當有聖會。什麼勞

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由此可知，主要的命令是吹號或號角，也能在每個新月聽見

吹響號角的聲音，因為每個月都有當紀念（zikaron）的事。

但到了第七個月，一切都更加強烈。吹號角的的聲音有著喚

醒的功用。 



 

 

 

中世紀的猶太學者邁蒙尼德（Maimonides），又稱蘭巴姆

（Rambam），在他的《懺悔法》（Laws of Repentance）3:4 

中寫道：「雖然在猶太新年吹號角一種『沒有附帶原因的法

律』（chok），但也有『暗示的意義』（remez）在其中，彷

彿在說，『起來，沉睡的人，從你的沉睡中醒來，那些從睡

眠中醒來的人，查驗你的行為並真誠回轉歸向神，並記住祂

是你的創造者。』 

 

我們可以在新約中找到一個有趣的相似之處。保羅在寫給以

弗所人（Ephesians）的信中使用了相似的勸勉：「你這睡著

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這節經文來自以弗所書 5:14，這段經文的上下文是悔改和在

光明中行走，號角的聲音說：「從你的沉睡中醒來，擺脫黑

暗，在光明中行走。」 

 

在這個季節裡，光的確是一個重要主題。根據猶太傳統，在

猶太新年，新的光進入世界。在這一天，我們可以評估我們

是誰，我們要去哪裡，以及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按照神的

旨意生活。 

 

在詩篇 89:15 中，希伯來原文實際上說：「知道吹角聲的人

有福了。」換句話說，留心聽從悔改呼召的人是有福的。這

些人是行在祂面容光中的人。這正是約翰一書 1:5-8的信息：

「……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

在黑暗裡行，就是說謊話，不行真理了。我們若在光明中行，

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

一切的罪」 

 

吹角聲（teruah）的聲音是一個警示，邀請我們離開黑暗，行

走在祂的光中。悔改在希伯來文中是「teshuva」，字面意思

是「回轉和回來」。代表改變你的方向並轉身。 

 

拉比們還說，許多有關吹號角的法律源自禧年（Jubilee Year）

的法律。基於利未記 25:8-9的經文：「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

就是七七年。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息年，共是四十九年。當

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日就是贖罪日（Day of 

Atonement），要在遍地發出角聲。」 

 



 

 

 

第 50年，所有土地都歸還給最初繼承它的家族，奴隸們皆獲

得自由。慶祝禧年的號角聲象徵著自由。悔改與禧年和重獲

自由之間有什麼關聯？當我們悔改時，罪的權勢就會被打破，

我們就會進入真正的自由。耶穌在約翰福音 8 章 32 節說：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

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這是一個屬於猶太人的概念。可以看見猶太人在他們的歷史

中是為了自由而奮鬥。神將他們從埃及的奴隸制度中解放出

來，並將他們帶到西奈山，在那裡神給猶太百姓祂的話語，

這話語具有釋放的能力。最終這些話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

們中間。耶穌做到那些我們靠自己的力量永遠做不到的事。

現在我們可以經歷祂那份使我們得著自由的力量。「天父的

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翰福音 8:36）。

耶穌在拿撒勒的會堂開始傳福音時也提到了禧年（路加福音 

4:18-21）。 



 

所以當你聽到號角聲時，請記住它在呼喚你在耶穌裡獲得自

由。 

 

大聲宣告祂的歸來 

 

號角聲也與神的審判有關，因為它將在末世顯明，也與以色

列的複興和重聚有關。撒迦利亞書 9:9-14和以賽亞書 27:12-

13都將吹號角與以色列的拯救、流亡者的聚集以及他們君王

的來臨聯繫起來。 

 

吹角在新約中也被賦予了重要的預言意義。例如，在帖撒羅

尼迦前書 4:16-18 中，我們讀到它象徵著耶穌的再來：「因

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

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

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

勸慰。」 

 

此外，啟示錄 11:15 說：「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

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

永遠遠。」 

 

所以當我們在這些天吹號角時，讓我們有意識並知道我們為

什麼這樣做，做為預表將會到來的美好事。 

 

  



 

文章來源：ICEJ 克謀智博士｜ICEJ 副總裁兼國際部主任  

文章日期：2021/09/03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50:1-3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在神的聖所讚美他！在他顯能力的穹

蒼讚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為讚美他，按著他極美的大德讚

美他！要用角聲讚美他，鼓瑟彈琴讚美他！ 

 

進入猶太節期新的一年，讓我們要吹角讚美我們的神，宣告

祂釋放的能力臨到，歡呼耶和華神作王掌權，直到永永遠遠！ 

  



 

以色列社工們在耶路撒冷重新得力！ 

 

 

 

今年夏天 ICEJ 慈惠事工部門的助理珍妮．托霍克（Jannie 

Tolhoek）走進一家耶路撒冷的飯店大廳時，許多人以笑臉迎

接她，這些美麗的笑容來自以色列南部斯德洛特市（Sderot）

敬業和勤奮的社工人員。 

 

當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了解這些社工人員背負著今年

五月加薩走廊火箭炮攻擊期間與後續帶來的重擔，我們毫無

猶豫立刻計畫行動，確保他們可以享有短暫的休息，幫助他

們在千古迷人的耶路撒冷城裡重新恢復精神。 



 

ICEJ邀請社工人員入住富有風格的耶路撒冷東方酒店（Orient 

Hotel），它擁有美麗的頂樓陽台，可以俯瞰舊城區。 

 

斯德洛特市社會福利局的副主任伊蓋爾．利維（Yigal Levi）說

明當他們面臨來自加薩走廊持續的導彈攻擊時，這些社工人

員放下了他們的家庭，無論是白天還是晚上確保社區裡每戶

家庭的安全。當警報響起時，30秒內需要找到防空洞，而該

地區的許多家庭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防空洞裡，因著巨大的

爆炸聲經常包圍著他們。 

 

「這些社工人員幫助一戶孩童身亡的家庭，當時這戶受創的

家庭蜷縮在防空洞裡。他們的家被火箭彈波及，彈片殺死了

孩童。」伊蓋爾說道。 

 

以色列的社工人員娜歐蜜．佐爾伯格（Naomi Zolberg）與家

人住在斯德洛特市已經 20年了，在晚上離開她的三個孩子，

出門幫助其他人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孩子們也很害怕，

這不容易。」娜歐蜜說道。 

 

上次加薩戰爭期間，她與家人分離，當她將丈夫和三個孩子

送到斯德洛特市以外的親戚家時，她仍保持專注在工作和照

顧其他家庭。「這些火箭是無情的，在幫助人民的過程中，

我們需要與他們一起進入防空洞，度過這個恐慌的時期—有

些人會尖叫，有些人則因受創而無法動彈。」娜歐蜜說道。

她的社會工作領域主要著重在家庭整體。 

 



 

 

 

瑪雅．吉沃尼（Mayan Givoni）也是一名社工，目前照顧 45

位參與正規治療與非正規治療團體的高風險青年。在治療與

諮商的過程中，演奏樂器通常是用來輔助醫治這群青少年的

一種方式。 

 

「身為社工，我們付出很多，而較少花時間在自己身上。我

們知道人民需要我們、呼喚我們且我們需要在那裡。因此，

這次的假期正是我們的需要，讓我們能重新打起精神，以至

於我們可以繼續工作。」瑪雅說道。 

 

珍妮稱讚社工人員所做的美好工作，她說：「謝謝你們填補

了破口，幫助家庭應對危險，背負在你們肩上的是一項艱鉅

的重擔。ICEJ 很榮幸邀請你們來到首都耶路撒冷，讓你們重

新得力且享受舊城美麗的景觀。」 

 



 

「這是非常艱難的 11 天，不過我們終究會度過且不會容讓

我們的敵人勝利。」伊蓋爾回應，「我們謝謝您和世界各地

的捐款者，給予我們的社工人員這個機會住入飯店好好休

息。」 

 

 

 

他們在耶路撒冷度過一段非常開心的時光，感謝的掌聲充滿

了飯店大廳！這次為他們安排許多的活動，他們全然享受在

品嚐馬哈尼耶胡達市場（the Mahane Yehuda food market）美

食的行程以及參訪一家巧克力工廠，而晚上則是沈浸在歌聲

和音樂當中。 

 

謝謝您支持 ICEJ的事工並幫助我們祝福這些對他人付出關心

和奉獻的人員，他們經常犧牲自己和家人的需要。 

 



 

文章出處：TOI 

文章日期：2021/08/10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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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再次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為巴勒斯坦的人民得救禱告！也

為著 ICEJ可以代表全球的基督徒來安慰主的百姓感恩！ 

  



 

霍達亞社區中心地下的避難所 

 

 

 

霍達亞（Hodaya）是位於以色列南部霍夫阿什克倫（Hof 

Ashkelon）地區的 21個小鎮之一，坐擁約兩萬人口。社區中

心位於霍達亞小鎮的核心地區，四周環繞著幼兒園廣場、運

動場和猶太教堂。年輕人和老年人們在那兒聚集，一起輕鬆

地享受生活，但不幸的是，這一社區生活常被附近的加薩地

區的火箭襲擊擾亂。 

 

社區中心近日改頭換面了，如今中心展開一系列的室內活動，

比如音樂和文化活動，戲劇表演，運動與健身班級，還有創

意手工等。但該中心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被忽略了，就是可以

作為一個合適的轟炸避難所！ 



 

位於社區中心下方的是一個舊的地下避難所，它最近狀態很

糟。房間完全不能用，內部昏暗，缺乏足夠的通風，管道漏

水，地板上全是積水。 

 

 

 

伊塔馬爾（Itamar），霍夫阿什克倫地區委員會的主席，發掘

了這一避難所翻新後服務於整個社區的潛力。 

 

「在上一場加薩危機後，我們意識到很多地方都缺少避難所。

不過，我們真的很珍視繼續我們社區生活的能力。在一個像

這樣的大型避難所，如果人們的家中不安全，他們可以在緊

急時期來這睡覺。」伊塔馬爾解釋道。 

 

當 ICEJ 聽說需要翻修這個破舊的地下避難所時，我們立即

回應「好！」於是工作開始了！這個避難所不僅可以作為一

個安全的地方，還可以為社區活動提供額外的空間。 



 

大改造立刻開始，通往避難所的樓梯重新鋪設、排出廢水、

安裝排氣扇和空調、改造沐浴設施、安裝新管道、增加新的

電箱和照明設備，還有粉刷牆壁等其他改造。令社區非常高

興的是，如今這個空間功能齊全！ 

 

 

 

7月 2日，霍達亞小鎮的居民熱情接待了 ICEJ 的工作人員，

為新裝修的地下避難所奉獻。ICEJ 負責援助與回歸的副主席

妮可．約德爾（Nicole Yoder）將奉獻匾額貼在入口附近的牆

上，並與社區成員分享了如何通過德國基督徒的關愛和支援

來翻修這個避難所。 

 

「有反對以色列的人，就有那些支持以色列的人，」妮可保

證。  

 

  



 

「很多基督徒熱愛以色列。他們為你們祈禱，透過各樣的行

動宣傳你們的需要，他們也在各方面慷慨地支持你們。他們

可能住在很遠的地方，但當他們通過 ICEJ 聽說你們在加薩

邊境面臨的挑戰時，他們選擇用一種實際的方式表達這種

愛。」 

 

確實，奉獻紀念牌將不斷提醒霍達亞社區這是出於基督徒的

愛和關心。 

 

霍夫阿什克倫的安全負責人阿姆農．齊夫（Amnon Ziv）講述

了當來自加薩的火箭紅色警報響起時，該地區如何在 30 秒

內尋求安全。 

 

「只有新房子有避難所，但佔社區約 50% 的老房子沒有，」

阿姆農指出。「有 2000 枚火箭在本地降臨超過 10 天，情

況非常艱難。現在我們已經開始了，我們將尋求翻新和回收

其他舊的已經不再使用的地下避難所。事實上，我們已經選

好了下一個改造項目！」 

 

他還想對 ICEJ 的援助表示感謝，並補充說：「我只想對你們

為該地區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謝。你們做了很多！」 

 

施洛米特（Shlomit）自 1951 年以來一直是莫沙夫（moshav）

的老前輩，她渴望向 ICEJ 團隊講述該地區的歷史，並自豪地

分享了她在當地幼兒園擔任老師的幾十年經歷。實際上她滿

意地環顧四周，指著許多兒時被她教過的社區領袖。 

 



 

 

 

「我對翻修後的避難所感到激動，」施洛米特補充。 「我所

有的孫輩都能來這活動，這真的會有很多好處。」 

 

在最近一場加薩戰爭期間，施洛米特並未輕鬆度過。她不得

不經歷手術，但家中沒有避難所，缺少一個安全的地方康復。 

 

「老人也想走出室內，」她說。「即使是在新冠疫情期間，

我們也去社區中心開展不同的活動。」 

 

辛查．米茲拉奇（Simcha Mizrachi）已經在該地區生活 45年

了，然而對她來說，最近一場加薩戰爭非常令人恐懼。 

 

「這甚至比七年前的『保護邊緣行動』戰爭還要糟糕，」她

解釋道。  



 

「這是因為有更多的火箭在更短的時間墜落，而且這個社區

的許多家庭沒有避難所。很多人不得不去接受創傷治療。一

些人驚恐發作，但生活還得繼續。現在你看到人們很高興，

並又回歸了自我。回到正常生活，不要一直處於危機和壓力

中，這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確保有運動和活動，並

有一個理由走出家門去感受正常生活。我們一直在使用這個

活動中心！」 

 

在加薩危機後，一個「醫療功能的小丑」出現在活動中心，

和孩子在一起給他們一些壓力緩解。 

 

「現在，地下避難所能同時開展兩場活動。」辛查說。 

 

對於大部分的霍達亞居民，避難所項目代表著他們對 ICEJ的

初次個人介紹。施洛米特被她所聽聞的一切鼓舞著，當她與

當地拉比耳語獲得同意後，她總結了她的感受：「聽我說，

我真的很感動，他們是非常特別的人！」 

 

謝謝你的慷慨奉獻！你們的捐款幫助滿足了加薩邊境附近

的弱勢以色列群體的基本生活需求之一，就是安全和保障。

請繼續支持這些努力。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7/13 

翻譯｜Zhuohaodi Li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創世記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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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德國基督徒對以色列的祝福感謝主! 求主在這世代興起華

人成為祝福以色列的管道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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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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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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