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博士會在聖誕節帶來 

黃金乳香和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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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送給新生兒家庭這些看似不實用的禮物，事實上正是約

瑟和馬利亞所需要的。 
 
當先知以賽亞在基督降生的 800年前，描述耶路撒冷光榮的
復興時，他說外邦人和君王將會來到這裡，「要奉上黃金乳

香，又要傳說耶和華的讚美。」（以賽亞書 60:6）。 
 
他們做到了。 
 
我們都知道黃金是一種極其珍貴的金屬，馬利亞和約瑟會非

常感激能收到黃金，因為他們才剛開始了撫養新生兒的漫長

過程。耶穌出生在一個裝滿乾草的馬槽裡，黃金肯定會幫助

這家人找到更安全也更舒適的住所。直到今天，在長子出生

時贈送金錢依然是典型的猶太習俗。 
 
而為什麼是乳香和沒藥呢？這些禮物有什麼意義？ 
 
乳香和沒藥是從樹木中提取的樹脂汁液，這些樹木只生長在

以色列以東的阿拉伯半島，也就是博士來的地方。一年當中

的某些時期，這些樹會被用特殊的刀具割開，讓樹液慢慢滲

出。 
 
樹的汁液在陽光下曬乾後，就可以用作為薰香了。乳香燃燒

後產生的煙霧可以驅趕蚊子和其他飛蟲，降低瘧疾（malaria）
的感染率，進而保護以色列等地區脆弱的新生兒，因為在這

些地區過去曾有嚴重的瘧疾問題。 
 



 

從歷史上來看，乳香具備各種用途，從除臭劑、牙膏、食品

到飲料調味劑都能使用它。乳香及沒藥在歐洲非常昂貴，以

至於阿拉伯南部被稱為「受祝福的阿拉伯」。 

 

從歐洲至亞洲對乳香的需求量很大，阿拉伯南部的王國成為

全球經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透過航運連接到印度、地中海

和絲路（Silk Road）等地方。 

 

最早在阿拉伯南部馴養駱駝來乘載貨物，為的是使運送乳香

與沒藥的陸路運輸成為可行的事。 

 

乳香傳統上被當作治療各種疾病的藥物，包括潰瘍、高血壓、

噁心、發燒、消化不良及肺部感染引起的咳嗽等，有趣的是，

乳香甚至還能用在產後恢復！看來博士比我們所知道的還

聰明得多！ 

 

此外，沒藥在醫學上用於治療喉嚨痛、痙攣、發炎、絞痛（新

生兒通常患有此病）和消化問題。 

 

埃及人將乳香的芳香特性做進一步發揮，將其使用在防腐過

程。希臘人、羅馬人、埃及人、以色列人和許多其他文化，

使用乳香和沒藥作為宗教儀式的一部分。乳香和沒藥在葬禮

時是廣泛使用的防腐材料，也運用在祭祀死者以及掩蓋屍體

氣味。 



 

羅馬皇帝尼祿（Nero）在他最喜歡的情婦的葬禮上焚燒了整

整一年收穫的乳香。 

 

我想博士帶給耶穌的禮物可能也具有某些儀式意義。黃金當

然有著與國王有關的特殊象徵，賢士來到這裡時，已經知道

這個孩子就是那應許要降生的彌賽亞－以色列的君王。乳香

常在敬拜中被用作香，代表耶穌為祭司和代禱角色的象徵。

沒藥用於埋葬，並被解釋為彌賽亞的犧牲。 

 

體會博士們帶給年輕猶太家庭這些禮物的實用性質也非常

重要。耶穌自己有一天會知道，這些禮物比被尊為君王的儀

式更為重要。 

 

在這送禮的季節中，想想博士帶來禮物的故事吧！ 
 

文章出處：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1/12/1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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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在聖誕節這送禮的季節，願耶穌成為我們最大的禮物，讓祂

的平安、慈愛、喜樂及能力充滿在我們身上，也求神幫助我

們，在聖誕節將祂的名字傳揚出去，讓更多人得著耶穌！ 

 
 
 
 
 

 
 

 
  



 

以色列內閣批准衣索比亞的 

回歸空運計劃 

 
 
本週，以色列內閣批准了帶 3,000 多名衣索比亞猶太人從飽

受戰爭蹂躪的衣索比亞坐緊急航班回家的計劃。以色列猶太

事務局已經請求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協助這預期在未

來幾週，開展的大規模行動，我們盼望全世界的基督徒伸出

援手，希望您們也能在這一緊急、歷史性的回歸浪潮中提供

幫助。 

 

解救 3,000 名猶太移民回家的決定，是因為在衣索比亞內戰

升級的情況下做出的。該國總統最近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



 

甚至親自到前線領導與叛軍的戰鬥。這導致以色列當地的衣

索比亞猶太人社群越來越多地呼籲開展第二次所羅門行動。 

 

呼聲最高的航班倡導者是現任阿利亞回歸與融入部長普尼

娜‧塔瑪諾‧沙塔（Pnina Tamano-Shata），她在 1980年代

通過緊急航班從衣索比亞抵達以色列，那時她才三歲。有報

導稱，如果她的撤離請求被拒絕，她甚至準備退出現任的班

奈特與拉皮德政府。 

 

根據塔馬諾‧沙塔，和內政部長阿耶勒‧沙克（Ayelet Shaked）

達成的協議，政府將把 3,000名仍生活在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和貢德（Gondar）過渡營中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帶過來，

條件是他們在十年之前就已經到達營地生活，並且也有直系

親屬已經生活在以色列。 

 

 



 

新的內閣決定將有助於完成實施 2015 年的一項早期政府決

議，將最後 9,000名符合條件「Falash Mura」－幾代以前的

先輩就皈依基督教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其中超過 4,000 人已

被帶到以色列，而其中超過一半是由 ICEJ 贊助的回歸航班。

目前的計劃是將另外 3,000人「在未來幾週內」帶來以色列，

剩下約 2,000人將在以後的階段帶回。 

 
滯留在衣索比亞的猶太人一直生活在破舊的過渡營中，二十

年來，他們仍等待著最後與已經到達以色列的家人團聚。這

使我們有機會幫助他們擺脫貧困和日益嚴重的衝突帶來的

險境，並使相愛的人們在多年痛苦的分別後團圓。耶路撒冷

國際基督徒使館已承諾，要成為這次緊急航班的積極夥伴，

贊助了從阿迪斯阿貝巴起飛的第一批航班，上面至少載有

200 名衣索比亞猶太人。有了您們的幫助，我們可以把更多

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帶回家，這樣他們就可以安全地到達以色

列，最終在應許之地與他們的家人團聚。 

 

今天您可以奉獻出最好的禮物，以幫助這一緊急、歷史性的

回歸行動。 

 

為阿利亞回歸奉獻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1/12/02 

翻譯｜Zhuohaodi Li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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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與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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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台灣 ICEJ一直致力於幫助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回歸，也因此讓

列國基督徒看到台灣的教會愛以色列！3,000人中的 10分之

一是 300人，每一位回歸因著疫情為 1,350美金，讓我們禱

告神再次使用我們的奉獻（共需美金 40萬 5千元），好在東

方榮耀祂的名！ 

 
 
 
 

 

 
  



 

ICEJ參加在杜拜舉行的 

亞伯拉罕商業論壇 

 
 

ICEJ營運行政副總裁貝瑞‧丹尼森（Barry R Denison），近期

前往杜拜參加亞伯拉罕商圈農業投資論壇。這次的訪問是在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成為亞伯拉罕商圈的榮譽成員之

後進行的。 

 

亞伯拉罕商圈是一個把寬容和繁榮視作實現中東長久和平

關鍵的組織，其靈感來自於 2020 年 9 月以色列和阿拉伯聯

合酋長國為首的幾個阿拉伯海灣國家間簽署的亞伯拉罕協

議。 



 

在杜拜的投資論壇上，貝瑞解釋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的使命和全球影響力。 

 

他還強調了 Farmster公司，身為以色列的科技公司通過創新

的 APP來祝福世界，這個創新應用 APP能幫助世界 5億個小

農場主，解決他們目前農作物在到達市場之前就已損失了產

量的 25%的問題。 

 

目前，僅在肯尼亞就有超過 34,000名農民和超過 8,000名買

家使用 Farmster手機應用，而全國每天正增加 200名新農民

和 60名新買家。 

 

他也分享了以色列國防軍的「好鄰居」項目，該項目在敘利

亞長年內戰期間為敘利亞平民提供援助。貝瑞的妻子底波拉‧

丹尼森（Deb Denison）是進入敘利亞為戰爭中受傷的敘利亞

人，開設醫療診所的七位基督徒醫治人員之一。 

 

ICEJ 期望有更多的基督徒商人會，利用亞伯拉罕商圈與中東

地區的公司建立聯結，從而在這個地區見證他們的基督教信

仰。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11-12月專文 

翻譯｜Zhuohaodi Li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19:23-25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

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

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

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禱告 

讓我們為華人的基督徒企業家使徒們能在阿伯拉罕協定的

商圈中，建立與中東廠商的關係，得到新的契機，並且見證

信仰！ 

  



 

ICEJ將 65名南非猶太人帶回以色列 
 

2021年，ICEJ每天幫助 10多名猶太人移居以色列。 

 

 
 
上期四（2021年 12月 16日），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為

65名南非猶太人資助一趟救援班機，他們被允許在目前緊繃

的旅遊限制下回到以色列。這也是我們今年第二次為南非猶

太人提供緊急回歸航班，七月時有 87 名移民在全國爆發動

亂及搶劫橫行的局勢中，搭乘班機回到以色列。 

 
這次的最新航班代表 ICEJ回歸與融合工作傑出的一年，因為

我們已幫助來自全球 20 多個國家將近 4,000 名新猶太移民

移居以色列，其中包括贊助來自世界各地 1,500 多名猶太回



 

歸者（Olim）的阿利亞航班。這些數字約佔今年移民至以色

列的 27,000名猶太人中的 13%，同時代表 2021年 ICEJ每天

平均幫助約 10名猶太人移居以色列。 

 

ICEJ今年阿利亞回歸事工的亮點，就是在 2021年一月的第一

天，我們幫助了 300名衣索比亞猶太人的航班，他們作為「以

色列磐石行動」（Operation Rock of Israel）的一份子抵達以

色列。這趟緊急航班，在四個月內，將總共 2,000 名衣索比

亞猶太人載回以色列，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贊助其中

500 多名新移民的機位。飛機上一名年輕的衣索比亞男孩，

他因先天性心臟缺陷（Congenital heart defect），抵達後立即

接受挽救其生命的心臟手術。 

 
三月時，來自前蘇聯的 226名猶太移民乘坐以色列猶太人事

務局（The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安排並由 ICEJ贊助的「救

援航班」，降落在重新開放的本-古里安機場。 

 
四月時，基督徒使館資助了從哈薩克（Kazakhstan）起飛的阿

利亞特殊撤離航班，機上有 102名猶太移民。 

 
五月，ICEJ迎接來自十幾個國家約 250名猶太移民，他們參

加了猶太人事務局特別安排的「阿利亞超級週」，就在當時

發生的加薩飛彈戰結束的幾天後。 

 



 

其他猶太移民在今年夏季時乘坐 ICEJ資助的回歸航班抵達以

色列，六月有來自法國的 32名移民，以及來自南非的 87名

阿利亞。七月則是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 30名移民。 

 

十月時，ICEJ為來自前蘇維埃共和國的 105名年輕猶太學生

贊助了阿利亞航班，他們參與由猶太人事務局規劃的「Naale」

和「Sela」計劃。 

 
此外，今年 ICEJ還與猶太人事務局和回歸以色列（Shavei Israel）

組織合作，協助幾次大型回歸航班，從印度東北部帶回瑪拿

西之子（Bnei Menashe）社區的 212名猶太移民。 

 
與此同時，ICEJ 今年幫助了 2,000 多名猶太移民参加「猶太

回歸前」（pre-Aliyah）與融合階段的各類研討會。我們在「猶

太回歸前」的預備中，包括贊助青年夏令營、阿利亞週末、

希伯來語課程、轉機與機場接送服務。在他們抵達以色列之

後，ICEJ 會提供新移民隔離費用、學生的獎學金、專業證照

認證的課程、為遠程學習使用的家用電腦、公寓家具以及其

他的幫助及支援。 

 

總體而言，2021年 ICEJ幫助了來自阿根廷、澳洲、白俄羅斯、

巴西、智利、中國、哥倫比亞、衣索比亞、芬蘭、法國、德

國、印度、哈薩克、荷蘭、俄羅斯、南非、瑞典、瑞士、烏

克蘭、英國、美國和其他幾個國家的猶太新移民。 

 
 



 

展望 2022年，基督徒使館目前準備幫助 3,000名衣索比亞猶

太人的緊急航班，將他們帶出飽受戰爭蹂躪的衣索比亞，是

根據近期以色列內閣批准通過的計畫所安排的。在此邀請您

考慮給予一份慷慨的禮物，幫助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人道主

義救援行動，將衣索比亞猶太人從危險的局勢中帶回來，使

他們與已經在以色列的家人團聚。 

 

為阿利亞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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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撒迦利亞書 10:6 

我要堅固猶大家，拯救約瑟家，要領他們歸回。我要憐恤他

們；他們必像未曾棄絕的一樣，都因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

我必應允他們的禱告。 

 
詩篇 126:1-4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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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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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回顧 2021 年，神透過 ICEJ 帶回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在新的

一年懇求神繼續帶領祂的百姓歸回錫安，願以色列充滿喜樂

歡呼的聲音，讓全地見證耶和華為他們所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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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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