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教導— 

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

作他們的神。」-啟示錄 21:3 

 

在今年的住棚節上，我們再次聽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許多人的

聲音，無論他們在哪裡加入我們，他們都感覺到上帝真實的

存在。奇蹟、人際關係的癒合、祈禱的回應，都發生在觀看

我們的特會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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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說明：以色列南方蒂姆納曠野帳幕的複製品。（Dreamstime.com） 

 

這是又一次奇妙的見證，因為眾聖徒無法親自到耶路撒冷加

入我們，這是我們第二次線上的住棚節慶典。儘管有封鎖和

旅行限制，但上帝並沒有被封鎖，他也沒有被限制。無論人

們在什麼地方加入我們的住棚節特會，上帝親自與他們同在，

在他們的家中一起觀看聚會。上帝確實與他在世界各地的子

民同住。 

 

「與他的百姓同住的神」這一主題深深地貫穿於上帝的話語

之中，它也彰顯在許多關於住棚節的屬靈真理。 

 

我在世界各地收到的一個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什麼是第

三座聖殿？」當然，有一些預言性的說法指向未來的聖殿。

但縱觀歷史，人們對聖殿的概念似乎比上帝更關注和激動。

上帝更喜歡的居所總是那簡單的、如帳篷一樣的建造，而不

是一座華麗的石頭建築。 



 

從一開始，上帝就指示以色列人為他建造一頂帳篷來居住，

而不是建造一座殿宇。這並不是因為以色列不知道其他形式

的居所。相反，亞伯拉罕來自迦勒底吾珥最早的文明之一，

那裡為他們的神明建造了巨大的石頭建築。最著名的是吾珥

的塔廟，是一座人造的「神山」，用來崇拜月亮之神。當以

色列人居住在埃及時，他們不僅看到了宏大的吉薩金字塔，

也看到了全地充滿了大型廟宇，供奉著埃及人崇拜的各樣神

明——有些廟宇甚至保存到今天。 

 

耶和華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吩咐摩西為他建造居所，

但這居所與這些高大的敬拜碑石毫無相似之處。相反的，它

是簡單可移動的帳篷結構。這要求不僅是為了移動的需要，

而是摩西告訴他的人民要建造他在天堂看到的東西。他在那

裡看見神的帳幕（出埃及記 25:9，40）。從那時起，這個天

堂的真實就從未改變過。在聖經接近尾聲時，使徒約翰寫道：

「此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法櫃的殿開了。」（啟示錄 15:5）。 

 

第一個想為獨一真神建造聖殿的人是大衛王。他想建造一個

像樣的敬拜上帝的處所，是出於他想充分敬拜他深愛的上帝

的願望。大衛內心不安於自己住在耶路撒冷一座美麗的王宮

裡，而世界的創造者只住在一頂簡單的帳篷裡：「看哪，我

住在香柏木的宮中；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裡。」（撒母耳記下

7:2）先知拿單立即響應了大衛王為上帝建造殿宇的願望，鼓

勵他做他心中想做的事。我相信我們都會對這樣的計劃感到

高興。 

 



 

但是當天夜裡，上帝責備拿單：「自從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我未曾住過殿宇；常在會幕和帳幕中行走。」（撒

母耳記下 7:6）地上的殿宇從來就不是上帝想要的，而他的願

望總是更多地與他的子民同住在帳幕裡。神的同在總是在行

走中，或隨時準備行走。這正是摩西極力祈求的，就是上帝

與以色列同去。這行走的同在是以色列的指路明燈，也是神

的子民與萬民分別開來的特別標誌（出埃及記 33:16）。 

 

上帝確實揀選了耶路撒冷作為一個特殊、永遠居住的地方。

無數人向我證明，他們如何在耶路撒冷，特別是在西牆經歷

了上帝的獨特存在。我的一些朋友在那裡被呼召進入新的事

工；生命在這個獨特的地方被改變。上帝准許大衛的兒子所

羅門為他建造殿宇，並應許他的眼目永遠看顧這殿。但是，

也許上帝了解人的心思，並預見到人類會受到太多的誘惑，

以至於將他的同在減少到只在耶路撒冷的這一個地方。 

 

 
照片說明：部分重建的吾珥塔廟的正面和樓梯，最初建於 4000年前。（Getty 

Images） 



 

以賽亞可能比任何其他希伯來先知都更明白，上帝特別的同

在永遠不會局限於一座建築：「耶和華如此說：天是我的座

位，地是我的腳凳，你們要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裏是我安

息的地方呢？」（以賽亞書 66:1）他知道將上帝局限在一座

建築物中是不可能的。正是這種想法也將以色列的上帝與所

有其他國家的神廟和神殿分別出來。以色列的神是天地的創

造者。他不能被局限於一個固定的禮拜場所，他無所不在。

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和最意想不到的地方被遇見。理查德．沃

爾布萊德（Richard Wurbrand）是在羅馬尼亞共產主義時期為

教會受迫害的英雄，因信仰耶穌而被監禁多年並遭受嚴刑拷

打。但他說，他在牢房裡經歷到上帝的榮耀和耶穌大能同在，

比他曾經和以後到過的任何教堂都要強烈。 

 

使徒保羅在雅典向當時的哲學家和學者宣佈：「創造宇宙和

其中萬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

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甚麼；自己倒將生命、氣息、萬物、

賜給萬人。」（使徒行傳 17：24-25） 

 

的確，一個帳幕或一頂帳篷，更不能容納這位無止境的又全

能的上帝，但帳篷更多地代表了上帝的本質和性情：他總是

在行動中。這使我們想起耶穌對尼哥底母所說的話：「風隨

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哪裏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約翰福音 3:8）這表明我們的

神活潑和行動的一面，他的子民也是如此。 

 

新冠病毒時代提醒了我們這一點。在過去一年或更長的時間

裡，我們許多的教堂仍然空無一人。 



 

在耶路撒冷，我們每年舉行特會的 Pais體育館在住棚節期間

一直空蕩蕩的。在很多方面，我們希望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

聖徒再次來到耶路撒冷。但是上帝另有計劃。與此同時，我

們聽到了很多見證，說今年當人們觀看我們的特會節目時，

上帝是如何用他的同在充滿了他們的客廳和他們聚集的場

所。 

 

在最近幾天和一個國際福音派領袖團隊會面時，他們都說新

冠時期意味著事工重新校準。神在提醒我們一個被遺忘的真

理，就是他希望與他的子民同住，不僅僅是在耶路撒冷的大

廳裡，或是在大型教堂建築裡，或是在大規模運動中，也是

在任何兩三個人奉他的名聚集的地方，都能感受到他內住的

榮耀。 

 

當以西結看到以色列被恢復的未來時，他宣告恢復的高潮就

是上帝的會幕（mishkan），即他的帳幕或他的居所在他子民

當中（以西結書 37：26-28）。同樣，當使徒約翰看見「新天

新地」時，就聽見從天上有驚喜的呼喊說：「看哪！神的帳

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

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啟示錄 21：3）。上帝為人類預

備的未來不是我們居住在天堂的處所，一座榮耀的殿宇，而

是，上帝下來到一個新天和新地與人類同住。 

 

上帝與人同住並不是表現在華麗的外在，而是表現在內裡的

正直。當上帝問以賽亞，人類將為他建造的這座房子在哪裡

時，上帝給出了令人驚訝的答案。 



 

「但我所看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以

賽亞書 66:2；另見以賽亞書 57:15） 

 

這意味著人的心靈中有某些品質吸引了上帝的同在和關注：

在他面前謙卑，對他的話語極度尊重。這呼應了耶穌在登山

寶訓中所宣揚的內在心靈：虛心的人（靈裡貧窮的）、哀慟

的人、溫柔的人、憐憫人的人，和清心的人。耶穌稱他們為

「有福的」，因為上帝關注他們，並願意與這樣的人同住。 

 

 
照片說明：吉薩金字塔可以追溯到亞伯拉罕時代。（Getty Images） 

 

住棚節是上帝提醒以色列人記念他們在曠野住帳篷的日子。

以色列人到了應許之地，神就吩咐說：「你們要住在棚裡七

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好叫你們世世代代知道，

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裏。…我是

耶和華你們的神。」（利未記 23:42-43） 



 

這節期也提醒了我們，人生原本是稍縱即逝。保羅在給哥林

多教會的第二封信中提到了這一點。「我們原知道，我們這

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

永存的房屋。我們在這帳棚裏歎息，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

屋，好像穿上衣服。」（哥林多後書 5:1-2）。 

 

在這裡，保羅把我們自己的身體稱為一間帳幕，一間棚舍。

他的意思是說，我們地上的身體只是暫時的形式，總有一天

會被一個更偉大的居所取代。他也承認，在我們肉身這個帳

篷裡，我們有時會嘆息。儘管我們被造得奇妙（詩篇 139:14），

這些身體仍然脆弱，常常軟弱，甚至傾向於犯罪。這就是為

什麼保羅絕望地喊道：「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羅馬書 7:24） 

 

但令人驚訝的事實是，我們肉體這非常脆弱的帳幕可以成為

上帝的居所，成為聖靈的殿。耶穌在耶路撒冷守住棚節的時

候，他做出了一項宣告，這無疑提醒了許多人《以西結書》

47章中所看到的未來聖殿。這位先知看到未來的聖殿變成了

生命的活水和醫治的活水。耶穌說：「信我的人，就如經上

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約翰福音 7:38）

因此，對耶路撒冷未來聖殿的希望在此時此地就可以成為你

們的現實。 

 

這是一個多麼奇妙的事實，作為基督徒，我們能夠成為上帝

榮耀和同在內住的居所，不僅如此，它還將成為，為我們四

圍的人預備的「上帝的聖所」，與我們相遇的人可以遇見住

在我們裡面的那位主。 



 

正如摩西祈禱的那樣，無論我們走到哪裡，都跟隨著我們同

在，把我們與所處的世界分別出來，使我們成為黑暗中閃耀

的光。 

 

但我們有責任培養這種神同在的彰顯，使聖靈感覺到被歡迎，

且在我們生活中如在家中般自在。換句話說，如果你的身體

能夠成為特別的居所，或者上帝內住的地方，只有當他成為

我們生活的主人時，他才會感到與我們同住如在家中般的自

在。作為房子的主人，他希望我們給他在我們生命中移動傢

俱的權利。因此，他的同在將影響我們的習慣、日常活動，

甚至我們隱秘的野心。他不會接受被限制在我們生活的一間

房裡或者一個部分中。他想填滿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和每

一個方面。如果我們這樣做，偉大的事情就會發生！我們周

圍的人將受到影響，因為生命活水會從我們生活的聖殿中湧

流出來。 

 

最後，在耶路撒冷，我們都渴望看到您們每一位回到耶路撒

冷城。我們迫不及待地想讓您們在下一個住棚節回到我們這

裡，在耶路撒冷和我們一起慶祝，並和各位一起體驗，上帝

將如何在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裡與他的子民同住。在

那之前，我祈禱無論我們住在哪裡，我們都能經歷到他大能

的同在。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11-12月專文 

翻譯｜Christine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以色列外交部將外交官的家屬撤離

衣索比亞 
 

週四（11/4），由於衣索比亞進入緊急狀態，以色列外交部

同日發出了該國的旅行警告。 

 

 
2021年 3月 18日，衣索比亞提格雷地區阿德瓦鎮附近矗立著一輛被燒毀的坦

克車。（圖片來源：BAZ RATNER/REUTERS） 

 

據希伯來媒體報導，外交部週六(11/6)開始從衣索比亞撤離

以色列外交官的家屬。 

 

外交部發言人利奧爾．哈亞特說，以色列外交官正留在衣索

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的大使館。 

 



 

這次撤離是因衣索比亞近來形勢緊張，提格雷部隊與衣索比

亞軍隊之間的衝突已長達一年。 

 

據報導，叛軍打算佔領首都，那裡有大量衣索比亞猶太人。 

 

以色列「晚報」報導，最近在衣索比亞發生的安全問題，對

那些計劃移民到以色列的人的命運引發了質疑。 

 

 
2021年 8月 11日，外交部長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與摩洛哥外交部長納

賽爾．布里塔（Nasser Bourita）在摩洛哥拉巴特外交部。（圖片來源：SHLOMI 

AMSALEM/GPO） 

 

以色列回歸融合部長普妮娜．塔瑪諾-莎塔（Pnina Tamano-

Shata）上週致函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

請求進行緊急討論，加速衣索比亞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 

 



 

由於該國進入緊急狀態，外交部週四向衣索比亞發出旅行警

告。外交部表示：「居住在衣索比亞的以色列公民應保持警

戒，隨時掌握該國戰亂的狀況，尤其是首都的情勢。」 

 

據報導，未來幾天，非洲國家的航班、交通、通信和產品供

應可能會受到干擾和限制。 

 

聯合國和衣索比亞人權小組的聯合調查得出結論認為，各方

都對平民施以酷刑、殺害、輪姦，僅僅根據種族就逮捕人。 

 

一年多以前，提格雷人士兵奪取了提格雷的軍事基地的控制

權，與國家軍隊之間的戰爭就此爆發。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11/06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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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06:8-10- 

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們，為要彰顯他的大能，並且斥

責紅海，海便乾了；他帶領他們經過深處，如同經過曠野。

他拯救他們脫離恨他們人的手，從仇敵手中救贖他們。 

 

詩篇 56:8-12 

我幾次流離，你都記數；求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裏。這

不都記在你冊子上嗎？我呼求的日子，我的仇敵都要轉身退

後。神幫助我，這是我所知道的。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

話；我倚靠耶和華，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神，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神啊，我向你所許的願在我身上；我要

將感謝祭獻給你。 

 

禱告 

為衣索比亞的猶太人禱告，他們在急難中求告的時候，願神

從天上垂聽，拯救他們脫離恨惡之人的手，從仇敵手中救贖

他們，正如出埃及一般，帶領他們逃離寄居地的困苦，回到

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願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歡喜！願錫安的

民因他們的王快樂！願列國都要敬畏耶和華的名；世上諸王

都來敬畏你的榮耀。 

  



 

衣索比亞阿利亞組織為猶太人啟動

撤離行動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由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Israel),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22811414） 

 

鑑於衣索比亞日益嚴重的暴亂事件，該國猶太人組織的負責

人奧里．弗雷德尼克（Ori Frednik）呼籲政府發起一項行動，

將剩餘的猶太人帶回以色列。 



 

他說，這次行動的標題是「所羅門行動 2」，「正是當下的需

要—否則就要發生災難」。弗雷德尼克提到了 1991年著名的

第一次衣索比亞阿利亞行動，他在臉書上寫道： 

「從阿迪斯阿貝巴（衣索比亞的首都）和貢德爾（衣索比亞

第三大城市）猶太社區的孩子們那裡，我們收到了令人擔憂

的報告。在災難發生之前，需要採取閃電般的救援行動。班

奈特總理可以透過有效的阿利亞行動創造歷史，追隨「梅納

赫姆」貝京（[Menachem] Begin）和「伊扎克」沙米爾（[Yitzchak] 

Shamir）的道路，或是作為不聽從警告、沒有阻止最壞情況

發生的人，被世人銘記。」他說。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11/0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10:19-23 

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脫的，不再倚靠那擊

打他們的，卻要誠實倚靠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所剩下的，

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歸回全能的神。 

 

詩篇 126:2-4 

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

為他們行了大事！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大事，我們就歡喜。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被擄的人歸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復流。 

 

禱告 

為危難中的衣索比亞猶太人禱告，我們呼求主差派天使救援，

使他們能回歸你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他們要滿口喜笑、歡呼

歸回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萬

民都要讚美耶和華是滿有憐憫的神，總不撇下並不滅絕他們，

也不忘記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 

  



 

ICEJ向孤兒伸出愛的手幫助他們 
 

 

 

誰來照顧這些弱勢兒童？ 

 

當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知道以色列有許多孤兒極

度需要幫助時，沒有選擇視而不見，反之立即採取行動，找

出該如何盡我們所能幫助因遭受虐待及忽視被送往兒童之

家的孩子們。 

 

「生活在治療型兒童之家（therapeutic Family Group Homes）

的孤兒或事實上是孤兒的孩童都是最弱勢的孩子。如果孩子

的父母均已離世，或即使他們雙親之一還在世，但沒有辦法

提供他們足夠用的生活資源，這樣的孩子也會被歸類為孤

兒。」 ICEJ慈惠和回歸事工部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

解釋。 



 

兒童之家是孩子們的避風港，特別針對那些在他們的小世界

裡，被他們本應信任的人忽視和虐待的孩子們。這些無助的

孩子將開始從兒童之家的母親們那裡得到無法估量的愛和

關懷，然而仍需額外的事物來幫助孩子們茁壯成長。 

 

「在以色列，除了每個孩子在兒童之家的生活費用外，為孩

子提供額外物品的費用裡，國家只承擔其中的 12%。這些額

外的物品包括個人衛生用品、教育用品、衣服以及課外活動

和日常生活所需用的物品。這部分有來自 ICEJ與我們忠實捐

助者共同的支持，真實的為每個弱勢孤兒的生活帶來影響。」

妮可說。 

 

 

 

年僅 8歲的佐菲亞（Tzofia）從她可憐的處境中獲救，並與其

他 10名兒童一起被安置在治療型兒童之家中。 



 

她從未見過她的父親，眼睜睜看著她的母親陷入鴉片類藥物

成癮的惡性循環裡。隨著以色列學校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關

閉，她母親的毒癮越來越嚴重，佐菲亞變的只能自己照顧自

己，並不讓任何人目擊到她家裡的情況。 

 

某天她來到當地社區裡的市場，前臂有明顯的燙傷，她說是

自己為了燒水煮義大利麵時導致的，因為她已經整整兩天沒

有見到她的母親。身旁的人立即注意到不對勁，佐菲亞馬上

被帶往一個緊急庇護所，並從那裡轉至兒童之家。她現在已

經受到她應得的情感關懷，生活上基本的物質需求也得到滿

足。 

 

與此同時，9 歲的莉娜特（Rinat）也從未見過她的父親，在

忍受著患有精神疾病的母親多年的忽視後，她來到兒童之家。

難過的是她的母親不想與她有任何聯繫。 

 

莉娜特剛到兒童之家時，她唯一的安全感就是那件她穿好幾

天的髒衣服，也好幾天沒洗澡了。她不喜歡洗衣服。兒童之

家媽媽發現莉娜特身上的那件小衣服有污漬也有破洞，而且

衣服尺寸還小了兩碼，於是決定帶著莉娜特去購物，並思量

他們可以花多少錢給她買新衣服。兒童之家媽媽也協助挑選

適合莉娜特年齡的衣服，然而回到家後，麗娜特依然不想讓

任何人洗她的衣服，生怕衣服會損壞或被偷走。慶幸的是在

持續的保證下，莉娜特允許她的衣服能被拿去清洗，之後莉

娜特安穩的住下來，她的行為態度也開始改善。 

 



 

重要的是這些孤兒和「事實上是孤兒」的孩童不會因為沒有

一般的教育用品或校外使用的物品、衣服和鞋子而受到排斥，

也不會在其他孩子收到家庭成員的禮物時感到被忽略。 

 

誠摯邀請您支持 ICEJ的「未來和希望」計畫，幫助每位兒童

每年約 650 美元（約新台幣 18,000–20,000 元），所需金額

取決於他們的需要，但是無論您選擇捐獻多少費用，都能幫

助我們照顧這些最弱勢及破碎的孩子，確保他們擁有所需的

一切，讓他們成為溫暖和充滿關愛的家庭環境中的一份子。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10/21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p.ecpay.com.tw/276E2FD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68:5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 

 

希伯來書 13:16 

只是不可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

的。 

 

禱告 

神紀念也不撇棄孤兒與寡婦，是他們的伸冤者，也是安慰他

們的天父。求神將愛人及行善的力量賜予我們，讓祝福的恩

典透過我們流入這些需要幫助的孩子身上。 

  



 

ICEJ團隊協助 

瑪拿西支派後代的救援航班 
 

 

 

他們的行李已經打包並準備好前往機場。在經歷了漫長回歸

等待後，他們的等待終於結束了，空氣中都充滿了他們對新

生活的憧憬。然而對於其中 26名瑪拿西支派（Bnei Menashe）

移民來說，這種興奮感在新冠病毒檢測和其他文件檢查開始

後很快就消失了。相反的，在隊伍中其他成員開始登機時，

切實的失望取代了他們的樂觀。 

 

一個有 261 名猶太移民（新移民）的隊伍原定飛往以色列，

但其中只 235人在 10月以色列國家的「阿利亞日」（Aliyah 

Day）安全抵達，而餘下 26人則滯留在後面。 

 



 

 

 

當進行強制性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時，來自曼尼普爾

（Manipur）的 8歲小男孩魯本的結果呈陽性，這導致他和他

的七個親戚不得不在曼尼普爾進行隔離，而其他人則已飛往

首都新德里，從以色列大使館獲得了他們的護照和移民簽證。 

 

另一個家庭在辦理新護照所需的文件方面也遇到了問題，並

只有在航班起飛後才能收到這些文件資料。 

 

此外，崇洛伊（Chongloi）一家在他們可愛的 9歲女兒萊奧拉

（Liora）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後也成為了被迫滯留的人員。

而就在預定的包機起飛前，另一五人的家庭也沉浸在了沮喪

之中，因為其中兩個孩子在新德里的檢測結果呈陽性，致使

他們全都被隔離。 

 



 

 

 

突然間新的挑戰出現了。面對這些意料之外的困難和費用，

這五個渴望回到祖國的家庭要如何實現他們的夢想？ 

 

這些家庭迫切需要住房、食物和照顧，直到他們能夠登上前

往以色列的航班。當基督徒使館被聯繫，需要在短時間內幫

助解決這些意料之外的費用時，我們立即行動起來，呼籲大

家代禱和支持。 

 

由衷感謝我們世界各地的捐贈者，特別是來自挪威的捐贈者

援助，基督徒使館才得以幫忙支付了急需的費用，將這些珍

貴的瑪拿西移支派民帶回以色列。 

 

而不可思議的是，在被隔離後，這些滯留的瑪拿西支派後代

移民檢測結果呈陰性，並能夠登上印度航空公司的航班直達

以色列。上帝回應了我們的禱告，這群人飛越了阿曼、沙特

阿拉伯和約旦，來到本古里昂機場！ 



 

 

 

 

10月 25日，這 26名瑪拿西後代移民乘坐由耶路撒冷國際基

督徒使館、回歸以色列（Shavei Israel）和以色列猶太人事務

局（The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共同資助的緊急救援航班抵

達以色列。 

 

幾天之內，他們就在一個融合中心安頓下來，並為這平安、

健康的像家一樣的感覺的住處而欣慰！ 

 

當這群人與之前到達以色列的同鄉們匯合後，歡快的氣氛顯

而易見。當以色列國歌《希望之歌》的激昂版本奏響時，歡

聲笑語和甜美的歌聲瀰漫，融化了所有聽眾的心。 

 

儘管新冠病毒仍在世界各地肆虐，ICEJ 將新的猶太移民帶回

到以色列的工作仍在繼續。請繼續幫助基督徒使館帶回下一

批來自衣索比亞的猶太人。這些人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場內戰

之中，而這場內戰在這幾個月裡逐漸惡化。3,000名衣索比亞

猶太人已被批准回到以色列，並等待以著色列政府在未來日



 

子裡開啟他們的回歸旅程，讓我們一起來救助這些家庭能回

到應許之地。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11/05 

翻譯｜橋雨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3:5-6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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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更多在東方印度的瑪拿西支派回歸，又有南方衣索比亞

猶太人回歸，我們何其有幸活在一個預言成真的世代，願我

們都成為長兄的代禱者和支持者，在幫助世界各地猶太人回

歸的行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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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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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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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e.me/ti/p/@rgl759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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