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教導：以色列啊，你要聽！ 
猶太信仰中的聽（Shema） 

 

2021.11.10  猶太曆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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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是獨一的主。你要盡

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

要記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

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也要繫在手上為記號，戴

在額上為經文；又要寫在你房屋的門框上，並你的城門上。」

—申命記 6:4-9 

 

 

 

猶太人的信仰告白：

「以色列啊，你要聽！」

耶和華我們的神是獨

一的主！ 

 

 

 

 

這就是眾所周知的聽（Shema）—猶太教最核心的禱告。也被

認為是猶太人的主要信仰告白。因此不同於我們基督信仰的

宣告，基督信仰通常有多種的宣告來表達：「我們相信…」，

然而猶太人的告白宣言與其說是一個「我們相信」的聲明，

不如說是一條神聖的命令，去聆聽上帝—祂是獨一真神，關

於祂是誰的聲音。聽（Shema）有著如此神聖的地位，對許多

拉比來說，簡短的詞語「以色列啊，你要聽！」（Shema Yisrael）

就相當於上帝的名字，而很多時候只是用希伯來文字母 

 。來象徵[shin]ש

 



 

根據申命記第 6章上面的一段，每個猶太人每天至少要用「以

色列啊，你要聽！」禱告兩次，一次是「當你躺下的時候」

（晚上），和另一次「當你起床的時候」（早上）。這是生

活在耶穌時代的著名猶太聖人沙姆邁所說的。 

 

 

 

每日「以色列啊，你要聽！」的禱告由三段聖經經文組成。

第一條來自申命記 6:5，這是一條誡命，要盡心、盡性、盡力

愛耶和華—你的神。 

 

傳統的「以色列啊，你要聽！」禱告文中的第二段摘自申命

記 11:13-21，強調了禱告文的屬靈意義：順服帶來祝福，但

如果以色列人離開神（Adonai），他們將「從耶和華賜給他

們的美好土地上速速滅亡。」 

 



 

最後，第三段來自民數記 15:15-41 和申命記 6:8-9，其中的命

令納入了生活中實際的步驟，將「以色列啊，你要聽！」納

入日常習俗和儀式。這包括將繸子（tsizit）放在衣服邊上的

命令、每根門柱上的門框經文盒（mezuzot）以及綁在手臂和

前額上的經文護符匣（tfillin）—所有這些都包含上述聖經段

落。這一古老的傳統，結合這些段落在「以色列啊，你要聽！」

的禱文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並已在昆蘭捲軸提到。 

 

猶太拉比教導說，每一次一個猶太人背誦一次「以色列啊，

你要聽！」的禱告文（the Shema prayer），就代表願意把神

國的軛扛在肩上。 

 

 

 

猶太孩子開始說話時，教給他們的第一個禱詞，就是「以色

列啊，你要聽！」，這也是猶太人在臨終前的最後一個禱詞。

也因在大屠殺期間的戲劇中被使用而特別出名。 



 

 

前首席拉比 Yisrael Meir Lau 反覆講述了大屠殺期間有多少猶

太兒童被藏在基督教孤兒院的故事。戰後，當他們尋找猶太

兒童時，往往很難找到並將猶太青年與基督教孤兒分開。但

是，拉比說，只要開始宣告說：「以色列啊，你要聽！」就

足夠了，猶太兒童會本能地回答「Adonai Eloheinu, Adonai 

Ehad」。這些獲救的猶太兒童中有許多至今仍生活在以色列。 

 

 
前首席拉比 Yisrael Meir Lau 

 

此外，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納粹毒氣室中喪生的 100 多萬猶太

人、在基輔郊外巴比亞爾大屠殺中，被殺害的 33,000 多名烏

克蘭猶太人，以及在柏林郊外薩克森豪森集中營的處決牆中

死亡的約 10 萬名猶太人，都在口裡念著「以色列啊，你要

聽！」的禱詞。 



 

 

 

我們需要問自己的最重要的問題是：「以色列啊，你要聽！」

的禱告對我們基督徒和教會有什麼意義嗎？答案直接來自

耶穌。當被問及聖經中最重要的誡命時，耶穌回答說：「第

一要緊的就是說：『以色列啊，你要聽，主—我們神是獨一

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馬

可福音 12:29-30） 

 

根據耶穌所說的，這是聖經中最重要的誡命，對祂的門徒和

所有跟隨祂的人來說，具有最高的相關性。因此，對於基督

徒來說，值得注意的是，上帝通過傾聽的方式最清楚地定義

了祂與子民的關係—「以色列啊，你要聽！」 

 



 

 
耶路撒冷國會燈檯上雕刻的申命記 6 章 4 節的希伯來文開始兩個詞「以色列

啊，你要聽！」 

 

上帝還可以用其他感官來定義祂與我們的關係。除了聽覺，

我們還有味覺、觸覺、感覺、視覺甚至嗅覺。耶穌自己一再

叫祂的門徒「來看」。或者，祂甚至可以選擇《詩篇》34:8 作

為我們與他的關係的決定性經文：「你們要嚐嚐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祂是美善！」 

 

中世紀的大教堂—有著壯觀的彩色玻璃窗、鍍金的雕像、繪

畫和空氣中瀰漫著乳香—恰恰觸動了這些感覺。但是，由於

當時的佈道是用拉丁語進行的，很少有人能聽懂，所以聽的

部分少得可憐。即使在今天，壯觀的新教堂建築和崇拜中的

整體體驗也很好地滿足了我們的情感，但我們經常忘記，上

帝的國不應該是「演藝事業」，而應該是更多的「聆聽事業」。 

 

傾聽的挑戰有趣的是，這正是以色列也經常掙扎的「傾聽」

部分。 



 

先知耶利米一再挑戰以色列，因為他們沒有聽到上帝的話。

「愚昧無知的百姓啊，你們有眼不看，有耳不聽，現在當聽

這話。」（耶利米書 5:21）；「…事實上，他們的耳朵未受割

禮，不能聽見……」（耶利米書 6:10）；「…我也從早起來警

戒你們，你們卻不聽從，呼喚你們，你們卻不答應，…」（耶

利米書 7:13）。因此，耶利米看到以色列被上帝審判，流放

到巴比倫去了。 

 

如果我們對自己誠實的話，這不僅是以色列的問題，而且往

往也是我們今天自己的問題。甚至門徒也在努力聆聽和理解

耶穌的教導（馬可福音 8:17ff；16:14）。這意味著我們都需

要對自己的聽力保持警惕。因此，耶穌告誡祂的門徒：「所

以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聽！」（路加福音 8:18）。 

 

這意味著在耶穌的眼中，有心聽才能真正的聽到。你可以聽

到，但卻不能真正聽從上帝的聲音。而真正聆聽祂的聲音又

聽從祂，可能是我們作為基督徒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讓我們誠實面對，我們聽了多少道，參加了多少聖經研究，

我們多久讀一次聖經，然而我們的生命卻幾乎沒有改變。我

們常常在想聽的內容和認為與我們無關的內容之間做出選

擇。早在保羅時代，基督徒就被「搔耳朵」（Tickled their ears）

的老師吸引，他們教人們想聽的東西，而不是他們需要聽的

東西。更重要的是，我們常常在聽道或日常閱讀中被神的聲

音感動，但我們忙碌的生活方式立刻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

我們成為使徒雅各所說的「健忘的聆聽者」（雅各書 1:24ff）。 



 

上帝以多種方式對我們說話。當然，主要是通過聖經，以及

證道的信息對我們說話。但祂也經常在各種情況下，甚至在

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與我們交談。但我們聽到了嗎？ 

 

 

 

我清楚地記得幾年前去過荷蘭。我們的荷蘭國際主任雅各布．

基格斯特拉（ Jacob Keegstra）帶我去了韋斯特博克

（Westerbork），這是荷蘭為數不多的集中營之一。我們穿

過森林來到韋斯特博克（Westerbork），路過一排指向天堂

的巨型射電望遠鏡。雅各布向我解釋說，在那裡可以探測到

來自太空的最微弱的信號。我對人性感到驚奇。我們已經發

展到如此精緻，能夠聽到來自外層空間的最細微的聲音，但

是在韋斯特博克（Westerbork），就像在達豪和奧斯威辛一

樣，人類沒有聽到上帝震耳欲聾的呼喊：「你的兄弟亞伯在

哪裡？」在我們忙碌的生活中，我們甚至現在也聽不到祂對

我們呼喊：「亞當，你在哪裡？」以色列啊，你要聽！ 



 

在希特勒統治德國期間，有些人確實聽了，比如西奧多．迪

珀牧師（Theodor Dipper，1906-1967），他在德國南部斯圖加

特周圍帶領數十名其他牧師，冒著生命危險，在大屠殺期間

藏匿和拯救猶太人。或者是迪特里希．潘霍華牧師（Dietrich 

Bonhoeffer），他經常證道反對希特勒及其欺騙性和邪惡的帝

國。 

 

但今天，上帝也通過以色列說話。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Karl 

Barth）在 1967 年六日戰爭後耶路撒冷重新統一時寫道：「現

在我們可以在報紙上看到：上帝信守祂的諾言！」但我們在

聽嗎？祂說話時我們有反應嗎？我們是根據我們所聽到和

看到的來行動的嗎？以色列啊，你要聽！ 

 

 

 

在以利亞經歷三年毀滅性乾旱的日子裡，上帝也對祂的子民

說話。 



 

由於收成減少，人們挨餓，缺乏維持生命的水，生活變得非

常困難。當然，一定有人死了。但當以利亞的聲音在迦密山

上迴響時：「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及時呢？若耶和華是神，就

當順從耶和華。若巴力是神，就當順從巴力。民眾一言不答。」

（列王紀上 18:21）。 

 

問題是，我們是否在當前的冠狀病毒危機中傾聽？當我聽到

人們說他們想要和禱告的只是恢復正常，回到他們在新冠病

毒爆發前的生活時，我感到很擔心。就在新冠病毒襲擊的前

幾天，上帝在耶路撒冷基督徒使館對我們說話，透過先知哈

該書預言世界將發生巨大的震動。這是一個神聖重置的時刻，

當上帝召喚我們回到祂身邊、回到更多的禱告、回到花更多

的時間在祂面前，回到重新評估我們生活中的優先事項。我

們在聽嗎？ 

 

 
門框經文盒 



 

因此，「以色列啊，你要聽！」對我們來說不僅意味著傾聽，

而且意味著行動。我們的聽力需要引導我們的實際變化，諸

如我們如何對待鄰居、配偶和孩子、或如何花費時間和金錢

等。「以色列啊，你要聽！」意味著我們所有的生命、力量、

心和思想都以愛的方式被引導到上帝面前。 

 

記住，對猶太人來說，「以色列啊，你要聽！」—意味著接

受上帝國度對自己的束縛。因此將我們置於更高的權威之下，

主是神，主是獨一的真神！祂是天地的創造者，祂是我和你

的創造者。祂是萬王之王和萬主之主，因此祂是我們生活的

最終權威—甚至對最微小的細節都有權。但祂是一位慈愛的

父親，祂希望並知道什麼對我們每個人都是最好的。 

 

然而，有一天祂也要審判活人和死人，使我們對自已所說每

一句話都負責。因此，現在聆聽並作出回應是我們一生中最

明智和謹慎的事情。希伯來書給我們大家帶來了這樣的呼召：

「你們今日若聽他的話，就不可硬著心。」（希伯來書 4:7） 

 

讓我們聽神的話，也行神的道！以色列啊，你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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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站在伊朗問題的十字路口上 
 

 
伊朗核能機構最近在德黑蘭的一次公開展覽上，展出了一套先進的離心機（路

透社）。 

 

以色列領袖在 1992 年首次獲悉伊朗的核計劃，此後的每一

位總理都對這一威脅表示了忠誠於「比金主義」（Begin 

Doctrine）—梅納赫姆．比金（Menachem Begin）首先制定的

政策是，以色列不會允許該地區的敵對國家獲得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但由於最近的干擾（新冠狀病毒和重複選舉），以

色列可能在準備應對伊朗變節的核計劃進行致命打擊方面

陷於被動。這裡的一些人甚至堅持認為，對於以色列來說，

獨自應對這一威脅已經太晚了。不管是真是假，新班奈特－

拉皮德（Bennett-Lapid）政府顯然正處於伊朗核野心的十字

路口。 

 



 

近幾十年來，以色列一直能夠減緩伊朗的核進程，但德黑蘭

決心義無反顧。阿亞圖拉（The ayatollahs）吸取了以色列 1982

年對伊拉克原子反應堆，和 2007 年對敘利亞反應堆先發制

人打擊的教訓。因此，他們將其大部分核基礎設施深埋地下，

以保護其免受以色列空襲。他們透過向加薩和黎巴嫩的代理

民兵運送數萬枚火箭，建立了強大的威懾力量。 

 

作為回應，以色列領袖專注於確保國際制裁，以阻止伊朗在

核彈方面取得進展，同時還對伊朗核設施，和專家進行了一

系列成功的秘密行動。西方列強最終加強了對德黑蘭的制裁，

迫使伊斯蘭政權走上談判桌，但由於歐巴馬政府對伊朗採取

了出奇的寬容態度，這些談判在 2015 年以一項軟弱的伊核

協定（JCPOA）而結束。 

 

當美國總統唐納．川普後來出於正當理由放棄伊核協定

（JCPOA）時，伊朗人將其作為跨越幾條紅線的藉口。近幾個

月來，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披露，伊朗正在濃縮純度高

達 60%的鈾，略低於武器級水平，並正在鍛造金屬鈾，金屬

鈾是原子彈頭的關鍵部件。以色列國防部長本尼．甘茨

（Benny Gantz）最近也警告說，如果伊朗決定製造核裝置，

那麼距離開發核裝置只有兩個月了。 

 

如今，以色列前總理埃胡德．巴拉克（Ehud Barak）在新消息

報（Yediot Ahronoth）上發表的評估指出，就在伊朗即將進入

核門檻之際，以色列領袖被冠狀病毒危機和兩年僵持的選舉

分心，預算中幾乎沒有留下幫助以色列國防軍保持攻擊伊朗

計劃的資金。 



 

他可能在這裡指的是以色列缺少大型掩體爆破武器和頂級

加油機。 

 

巴拉克認為，以色列現在唯一的選擇是依靠美國將以色列從

這一生存威脅中解救出來。他補充說，華盛頓目前沒有任何

打擊伊朗的軍事計劃，在拜登政府的領導下，很可能不會開

展任何軍事行動。 

 

只有時間才能證明巴拉克嚴厲的評判是否正確。一些人表示，

以色列軍方仍在準備對伊朗的核資產進行遠程打擊，特別是

其新的先進 F-35 隱形飛機中隊。其他人則認為，預算短缺可

以很快彌補，讓以色列國防軍有時間更新其裝備和應變計劃。 

 

無論如何，伊朗可能很快跨過核門檻，就靠近以色列根據比

金主義（Begin Doctrine）實施先發制人打擊的時刻了。讓我

們禱告，如果決定時刻到來，以色列領袖、情報機構、軍事

部門和平民陣線都能勝任這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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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7: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

下。 

 

撒迦利亞書 2:5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以賽亞書 31:5 

雀鳥怎樣搧翅覆雛，萬軍之耶和華也要照樣保護耶路撒冷。

他必保護拯救，要越門保守。 

 

求主捆綁那在伊斯蘭國背後的敵基督權勢，特別是伊朗政權

當局者對以色列的仇恨，求主介入並超自然的保護以色列，

改變伊朗再次成為祝福以色列的族群！也讓我們禱告，如果

決定時刻到來，以色列政府、情報機構、軍事部門和平民陣

線都能勝任這項任務。 

  



 

ICEJ的溫馨給力 

家庭護理事工已 25週年 
 

 

 

25 年前，當護士 Corrie Van Maanen 加入 ICEJ 時，一項為俄

羅斯猶太移民提供家庭護理服務的項目正好啟動。如今，家

庭護理項目蓬勃發展，許多以色列老人和殘疾人士每週都得

到探望和護理，以及來自 Corrie 和她團隊的鼓勵。是你們多

年來的衷心支持使這個事工成為可能。這些都是值得慶祝的

理由！ 

 

在過去的 18 年裡，家庭護理事工與一個女兒需要全職照顧

的猶太家庭建立了極深的關係。這個家庭中的父母在二戰期

間飽受苦難，自從來到以色列後就一直照顧他們的殘疾女兒，

但現在兩人都 80 歲了。 



 

多年來，Corrie 一直忠心地陪伴在這個家庭身邊，以實際又

慈愛的方式幫助照顧他們的女兒。母親說，每週的護理檢查

讓她非常振奮。在最近一次拜訪結束時，她感嘆道：「哦！

難以想像如果我沒有你會成為什麼樣！」 

 

另一位女士認識 Corrie 已經 25 年了，她是在 20 世紀 90 年

代和丈夫以及兩個病得很重的父母從烏克蘭回歸以色列的。

家庭護工一直探望她的父母，直到他們去世，然後在她丈夫

生病時又來照顧他。她現在是一個寡婦，獨自生活，家庭護

理團隊最近幫她打包行李，幫她搬到了一套新公寓。她告訴

Corrie：「我不知道該怎麼感謝你……在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你總是在我身邊。」 

 

 

 



 

家庭護理項目也與一位 90 多歲的失明老人建立了一種溫暖

的關係。在不久前的一次訪問中，他對 Corrie 說：「我期待

著你每週都來，因為當我告訴你我的故事時，你願意傾聽。」

在最近的一次關於大屠殺的電視廣播之後，他還說，「沒有

電視節目能展示給世人，我作為一個目擊者在戰爭的黑暗中

所看到的東西。」75 年多都過去了，他依然會經常談起大屠

殺期間所遭受的巨大痛苦。由於他的退休金很少，家庭護理

項目每週都會給他買生活用品。他非常感謝護工們的幫助，

並感恩來到了以色列，他說：「這個服事給了我生命。」 

 

這些只是家庭護理事工的縮影，這個項目給那些被照顧的人

們帶來了希望和歡樂。對許多人來說，家庭護理人員的探訪

是一週中最重要的事情，尤其是在由於新冠疫情而被隔離的

這段時間。我們在這裡以感恩的心來安慰和服務他們。謝謝

你們在過去 25 年的付出和支持。請繼續支持 ICEJ 家庭護理

項目。 

 

 

 

文章出處 ICEJ 

文章日期：3-4 月專文 

翻譯｜JC 

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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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哥林多後書 9:8-9 

神能將各樣的恩惠多多地加給你們，使你們凡事常常充足，

能多行各樣善事。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

的仁義存到永遠。 

 

讓我們為這些前線的義工感恩和禱告！求主在疫情期間格

外保守看顧祝福她們，也求主使用她們修復基督徒與猶太人

之間的關係！ 

  



 

阿富汗的災難 
 

 

 

阿富汗目前發生的一切真是極度的災難—「災難」一詞在這

裡用來表達其最為淒慘，令人心碎的狀態。美國把阿富汗突

然拱手讓給塔利班就像上演了一齣悲傷的相當諷刺的希臘

戲劇。這是一場真實發生的災難，它導致上百萬阿富汗人民

再一次生活在伊斯蘭民兵壓迫的恐懼當中，和即將撤離的美

國和西方軍事力量有關聯的人會面臨著隨時發生的報復行

動。 

 

準確地計算以美軍為首的部隊倉惶撤離地緣戰略和人道主

義災難造成的影響程度還需要時日，但毫無疑問，對阿富汗

地區及以外的區域都帶來了影響。早期評估認為，對於激進

的伊斯蘭教徒，遍地都是的聖戰軍，著名的伊朗和其代理民

兵，還有在俄羅斯和土耳其的支持者來講，很明顯這是一次

明確的勝利。 



 

要想評估塔利班以迅雷之勢重新控制阿富汗所帶來的後果，

我們首先要回顧一下這個國家長期陷入戰亂，過去幾十年的

無序狀態。 

 

毀滅之路 

蘇聯—阿富汗戰爭從 1979 年打到 1988 年，給阿富汗帶來了

巨大影響。歷時九年的戰爭衝突造成了大約五十萬到兩百萬

的阿富汗人喪命，超過六百萬的人流離失所，很多人逃到了

巴基斯坦、伊朗和其它地方。 

 

在巴基斯坦軍隊和情報機構的支持下，塔利班最終奪取了喀

布爾的政權和大部分的領土，並且立刻開始強制執行非常嚴

苛的伊斯蘭教法。塔利班過去在壓制女性、毀壞古蹟上尤其

臭名昭著。他們還曾給極端遜尼派恐怖民兵基地組織提供庇

護，該組織首領奧薩瑪．賓．拉登發動了 2001 年美國的 911

大規模恐怖襲擊。 

 

塔利班當權派拒絕交出賓．拉登後，美國聯合英國軍隊進軍

阿富汗。2001 年 12 月他們很快擊退了塔利班，聯合國批准

的哈米德．卡爾扎伊政府成立。自那以後，北約軍隊幫助穩

定了阿富汗局勢，阻擋了塔利班。 

 

很大程度上的發展幫助超過 400 萬阿富汗難民重回家園。但

塔利班從來都沒有完全被擊敗，過去 20 年中，在和其漫長的

戰爭中有差不多 15 萬人喪命。 

 



 

過去 20 年中，美國一個國家在阿富汗戰爭中就投入了將近

2.3 萬億美元，其中 800 億美元用於阿富汗軍隊和警察訓練

和裝備配給。美軍出乎意料的開始快速撤軍後，他們就被塔

利班掏空了。僅僅一週時間，塔利班就控制了喀布爾和全國

大部分領土，其結果就是一場暴行，充滿混亂和絕望。最近

這些天我們在喀布爾機場看到成千上萬的人在恐懼中試圖

逃離阿富汗。 

 

大量的西方國家軍隊設備現在落入塔利班之手，世界各國都

得在 8月 31號的最後日期前把大批相關人群撤離出阿富汗，

否則將要面對伊斯蘭民兵組織的報復。 

 

需要重新吸取的教訓 

我們從這場衝突中學到的很多教訓和蘇聯阿富汗戰爭相同。

首先阿富汗幅員遼闊，地形以山地為主，這樣的地理特徵已

經證明，當年的俄羅斯和現在的美國北約部隊都無法將其征

服。如此惡劣的地形讓四處隨處遊走的部落群體出沒在深山

里和峽谷中，並且保持了他們古老的伊斯蘭行事方式。 

 

阿富汗人口有不同的民族部落組成，包括佔人口 42%的普什

圖族人，27%的塔吉克人，9%的烏茲別克人，9%的哈扎拉人

和其他民族。塔利班的支持者都散佈在普什圖部族中。最新

報告指出經美國培訓的阿富汗軍隊和警察大多數都來自其

他部族，幾乎沒有普什圖族人。這種人員結構本身應該已經

向美方軍隊指揮官發出信號，他們對這些的軍隊的依賴已然

嚴重錯位。 

 



 

另外，經美國培訓的阿富汗安全部隊只樂意付出勞動，拿到

相應工資，但和大多數由普什圖族人組成，擁有極端伊斯蘭

意識形態的民兵對陣時，並不願意看在工資的份兒上，付上

性命的代價。 

 

殃及以色列 

我們看到在喀布爾機場，希望的人攀附在將要發生的飛機機

翼上，我們彷彿重回當年從西貢撤軍的舞台。但以色列人更

多的是在過去二十年和他們相關的兩個相似場景。 

 

 

 

首先，2000 年以色列國防軍連夜從南方撤軍，其倉促行動和

這家美國軍隊撤出如出一轍。這讓部署在南方聯軍裡的聯合

部隊行動不及及，但由於以色列秘而不宣的撤軍，以及更強

大的主黨行動報復行動，他們很多和家人越過邊境逃到了以

色列。徵召的葉什派民兵那以後建立了龐大的附屬庫，包括

15 萬架結構火箭和火箭，現在對整個以色列造成了威脅。 



 

其次，2005 年 8 月以色列和從加薩撤離，這一行動現仍存爭

議。之後 2007 年，美國訓練、歐盟資助的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安全部隊在幾場決定性的短小規模戰役後，失去對加薩地帶

的控制權，哈馬斯恐怖民兵控制該地區。這一次，巴勒斯坦

權力機構安全部隊也證實一件事，面對瘋狂伊斯蘭意識形態

驅動的民兵，他們也不願意為了一份工作，付上性命的代價。

隨後，哈馬斯發展了自己的飛彈製造能力，向以色列挑起了

幾場導彈戰爭，最近的一次是今年 5 月份。 

 

哈馬斯和真主黨都有伊朗在背後支持，這才是對以色列真正

的威脅。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巨大勝利，毫無疑問激起並鼓舞

了整個地區的聖戰精神。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是伊朗。 

 

德黑蘭的阿亞圖拉現有裝備精良的伊斯蘭代理民兵對以色

列形成包圍之勢，包括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加薩和

西奈半島的部署。據國際原子能總署報導，伊朗現在擁有的

鈾濃縮量也高達 60%，離製造武器級材料只差一小步。聯合

國原子能機構還表示，伊朗已經開始了開發核彈頭的另一個

關鍵步驟—濃縮鈾（heu）。以色列國防部長本尼．甘茨（Benny 

Gantz）認為，所有這些舉措讓人相信，德黑蘭要想研製出核

彈，兩個月就夠了！ 

 

以色列的政策或承諾是「絕不允許該地區敵對政權擁有核武

器」，考慮到伊朗已達到的核武器開發能力，這一切與其背

道而馳。以色列新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首次訪問華盛頓時，

與美國總統喬．拜登會面，試圖制定出一個解決伊朗核威脅

的共識方案。 



 

此次會議召開之際，阿富汗戰爭的慘敗讓很多人懷疑，美國

的盟國是否還能信任美國。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誰掌管

白宮，而拜登正在變成一個無以依靠的脆弱蘆葦。 

 

軟弱的美國政府正在退卻，而咄咄逼人、膽子更大的伊朗正

在極力要跨越核門檻，對以色列來說，沒有比這更糟糕的時

機了。 

 

作為適時的警告，就在拜登在橢圓形辦公室接待班奈特時，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中將阿維夫．科扎維（Aviv Kohavi）則說

道：「伊朗核項目的進展促使以色列國防軍加快了其作戰計

劃，剛剛批准的國防預算就是專門用於此項計劃。」解讀：

對伊朗採取些行動，否則，我們自己就會動手！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8/27 

翻譯｜Hummingbird 

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7: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

下。 

 

詩篇 91:11 

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以賽亞書 9:6-7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

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

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

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

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為阿富汗的人民禱告，求主保護無辜的人民脫離兇惡，並混

亂塔利班政權歸於無有，因為政權乃是担在和平君王的肩頭

上！ 

  



 

ICEJ熱衷支持回歸青年夏令營 
 

 

 

最近幾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共接待了 127 名來自俄

語國家的 SELA 計劃學生，他們在我們的幫助下抵達以色列，

其中包括 105 名乘坐 ICEJ 贊助的航班抵達的學生。這些猶太

學生現在正準備在以色列開始他們的大學學習，而基督徒使

館從他們 10 歲開始參加準回歸夏令營以來就一直支持他們

中的許多人。因此，我們非常激動地看到，經過多年的希望

和準備，他們終於到達了猶太家園。 

 

從這些學生決定加入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JAFI）提供的 SELA

計劃開始，他們必須經歷一個完整的過程。它通常從回歸周

末和夏令營開始，年輕人和他們的父母藉以熟悉以色列猶太

人事務局的特別青年回歸項目，為他們最終移居以色列做好

準備。 



 

他們後來參加了一些考試，確定最聰明、最好的學生進入以

色列頂尖大學。在整個過程中，ICEJ 以各種方式積極參與。 

 

例如，今年夏天，ICEJ 在西伯利亞支持了三個大型回歸項目

夏令營，共有 257 人參加。他們被安排在西伯利亞主要城市

之外，這些城市以其龐大的猶太社區而聞名，這些社區一直

是自俄羅斯持續不斷回歸以色列的重要來源地。 

 

回歸營已被證明是對介紹以色列和青年回歸倡議給這些俄

羅斯猶太兒童的最有效方式，例如基督徒大使館支持了 15年

多的 NAALE 和 SELA 計劃。這些計劃是這些家庭在回歸進程

中的一個重要步驟，因為這些年輕人將獲得他們需要的資源

和培訓，以便於來以色列獨立生活、學習希伯來語和上學，

並且是在父母來到以色列之前安頓下來。 

 

回歸營最近的一個亮點是，一些 NAALE 學生在以色列待了幾

年後返回西伯利亞度假，並分享了他們在以色列學習和生活

的經歷。這激勵了更多的猶太兒童也加入該計劃。 

 

15 歲的 NAALE 學生伊娃．弗里德曼（Eva Friedman）回憶說，

「孩子們很想知道我們有什麼樣的老師，他們在以色列給我

們吃什麼，我們穿什麼樣的制服，以及我們是如何休息的。

我和其他計劃明年去學習的孩子分享了我的經驗。」 

 

亞娜．馬蘭斯（Yana Marants）在以色列學習了三年，目前正

在參加一個特別的青年回歸項目，她講述了自己的成功故事。 



 

「有一次，在回歸夏令營期間，我決定參加 NAALE 考試。我

很高興我通過了，並且非常興奮我通過了考試，」亞娜說。

「今年，我與新來的孩子們分享了我的個人經歷。我認為，

不僅通過描述和演示來了解這些節目，而且要聽到真實的故

事，這一點非常重要。」 

 

 

 

18 歲的回歸營導師魯斯塔姆．艾什馬托夫（Rustam Ishmatov）

補充了他對回歸營價值的看法。 

 

我很高興孩子們通過營會有機會了解青年回歸項目，沉浸在

文化中，了解以色列的生活方式。我認為了解該國的特點，

並親自與來自以色列的madrich（營會導師）交流非常重要。」

他總結道。 

 



 

這些優秀的學生一定會在未來幾年為以色列做出許多積極

的貢獻。因此，請幫助我們，讓這些猶太青年返回他們祖先

的家園，在以色列建造更光明的未來。 

 

文章出處：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博士

（David R. Parsons） 

文章日期：2021/10/25 

翻譯｜大明 

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3:18 

當那些日子，猶大家要和以色列家同行，從北方之地一同來

到我賜給你們列祖為業之地。 

 

耶利米書 16:15 

卻要指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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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兒童和青年回歸營感恩，求主繼續施恩憐憫帶領更多的青

年回歸以色列，也在營會中幫助他們預備自已，好適應回到

以色列的學習和生活，也祝福他們得到更多資源和幫助，回

到應許之地，打造更美好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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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