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影響以色列的今天！ 
 

 

202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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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支持 ICEJ新的一年持續進行的事工與見證，您幫助支持

了我們在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核心事工。我們為基督徒提供

每天祝福以色列和安慰猶太人的機會。您的奉獻將用於資助

我們對以色列的實際支援與救助的主要領域。 

 

阿利亞回歸與融合：成為實現猶太百姓回歸以色列之偉大應

許中的一份子，您可以透過支持我們的行動，將更多猶太移

民帶回以色列，並幫助他們安居在應許之地。 

 

危機中的以色列：幫助我們在以色列發生危機時立即採取行

動，這是我們最需要也是最能透過基督徒的愛與和解產生極

大影響力與見證的時刻。 

 

大屠殺倖存者：接觸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年邁猶太人的生

活的時間越來越短。透過我們的事工，您可以幫助我們每天

照顧這些寶貴的倖存者。 

 

給予未來和希望：這項計劃堅固處於危機中的以色列家庭，

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和經濟上的機會，提升弱勢兒童與處

在風險中的青年，並為著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共存努

力。今天，您也可以改變以色列貧困兒童或苦苦掙扎的家庭

的生活。 

 

感謝您對我們事工的支持！ 

 

  



 

經文與禱告方向： 

 

使徒行傳 20:35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箴言 3:27-28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你那裡若有現成的，不可對鄰舍說：去吧，明天再來，我必

給你。 

 

禱告 

懇求神幫助我們，讓我們跟隨耶穌的榜樣也紀念祂的話：「施

比受更為有福」，當我們有行善的能力，就當扶助軟弱也有

需要的人，透過我們的行為，見證耶穌在我們裡面。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從耶路撒冷向世界各地所有支持者致以熱烈的問候。我

們自 2022 年的開始，就忙於籌劃牧師和領袖們一年一度的

特會，以及計畫許多其他活動。新的一年能重新開始總是令

人倍感興奮。 

 

然而這些日子我們收到一些令人感到悲傷的消息，以色列總

統艾薩克．赫佐格（Isaac Herzog）的母親奧拉．赫佐格（Aura 

Herzog）1 月 10 日去世，享年 97 歲。赫佐格總統一直是基

督徒使館的好朋友，他作為以色列國會基督徒盟友核心小組

（the Knesset Christian Allies Caucus）的一員、旅遊部長也是

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局長。我也代表我們全球大家庭向他發

了一封弔唁信。 



 

奧拉．赫佐格是一位了不起的女士。她不僅在她丈夫－以色

列第六任總統哈伊姆．赫佐格（Chaim Herzog）漫長且卓越的

政治生涯中幫助著他。奧拉女士也在公眾面前建立起自己令

人印象深刻的傳奇。奧拉女士在 1948 年以色列獨立戰爭中

是名情報官，更主持著計畫以色列獨立紀念日慶典的會議。

她是環保意識的先驅，也擁護兒童們的教育與體育競賽，甚

至發起每年舉辦的著名全國聖經測驗。她真的是「以色列的

母親」（士師記 5:7）。 

 

新的一年以新冠狀病毒流行中最嚴重的高峰開始，我們都在

祈禱這場健康危機得以儘速結束。我們從世界各地的基督徒

那裡聽到，他們非常渴望回到以色列，直等旅遊禁令解除。

我們祈禱在今年秋天的住棚節盛會時，這些事能發生。 

 

與此同時，看到這麼多基督徒在這困難時期為我們許多慈惠

事工項目做出如此忠誠又慷慨的奉獻，儘管他們自己也有需

要以及經濟上充滿不確定性，這實在讓我們非常感動。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兩年中，我們的事工資源實際上是增長的，使

我們事工的主要領域取得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的成就。 

 

請您花一分鐘時間看看我們在慈惠事工的四個主要領域，我

們去年取得的成就以及在 2022 年您能如何幫助我們影響更

多以色列人的生活。無論您願意支持阿利亞回歸與融合事工、

危機中的以色列項目、大屠殺倖存者事工或給予未來和希望

項目，我們都能一起做更多事情。 

 



 

我們非常重視您的奉獻，並為您透過 ICEJ的事工支持和安慰

以色列，祈禱神給予您最豐富的祝福。 

 

願神使您凡事亨通順利！ 

 

猶根．布勒 博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總裁 

 

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23:4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

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以弗所書 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

我們所求所想的。 

 

禱告 

願神的安慰臨到赫佐格總統，使逝去至親的哀慟能在神的愛

中被恢復。在新的一年，我們禱告神願聖靈的大能大力運行

在我們心中，充充足足的成就神在今年所有的事工！ 

 

  



 

帶給以色列安慰 

支持 ICEJ 2022年事工 
 

 

 

在我們邁向新的一年時，謹記主在過去一年對我們事工的祝

福是有益的，將會鼓勵我們在 2022 年更加相信祂的指導和

供應。儘管我們面臨新冠狀病毒帶來的困難，然而我們從去

年的工作中看到許多令人驚訝的豐碩成果。 

 

四十多年來，ICEJ 一直以實際的方式進行著我們從創始以來

的使命，也就是根據以賽亞書 40 章 1 至 2 節的經文，成為

以色列和猶太人民的「安慰」。去年，我們的慈惠事工再次

聚焦在四個主要領域，幫助以色列社會中有需要的弱勢百姓。 

 

 

  



 

阿利亞回歸與融合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

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以賽

亞書 49:22） 

 

去年基督徒使館持續實現猶太百姓回歸以色列之偉大應許

中的一份子，將他們帶回列祖的家園。儘管 2021年因為新冠

疫情，全球都實施旅遊禁令，但 ICEJ卻為來自全球二十多個

國家，近 4,000 名以色列新猶太移民提供了阿利亞回歸和融

合協助，包含我們為 1,500 多名新移民提供航班。其中一次

ICEJ 資助阿利亞航班，用於載送 2,000 名衣索比亞猶太人中

的 500多人，這些猶太人在歷史性的「以色列磐石行動」被

帶到以色列。許多新移民在「猶太回歸前」階段與他們抵達

以色列與適應新生活的過程中得到從我們而來的幫助。 

 

2022 年已經成為我們另一個展開阿利亞行動且節奏快速也

具歷史性的一年，因為 ICEJ準備好幫助更多猶太人從世界各

處返回家園。我們已承諾要在即將到來的大型航班中帶回數

百名衣索比亞猶太人，我們也有機會更多參與西方國家猶太

人的阿利亞運動。 

 

  



 

危機中的以色列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

的幫助。」（詩篇 46:1） 

 

以色列經常在戰爭或是天然災後中被迫應對突發危機，而

ICEJ 希望在這些動盪時刻能迅速做出回應。當基督徒第一個

出現來幫助以色列時，這將會是一個極大的見證。 

 

2021 年 5 月以色列再次發現自己受到來自加薩猛烈飛彈攻

擊，ICEJ迅速採取行動，訂購 15個新的移動式防空洞，同時

還向在邊境城市前線的數百名急救人員提供了防護背心和

消防服。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以色列南部與加薩邊境的和平依然薄弱，

而北部與黎巴嫩邊界的威脅卻繼續增加，因此 ICEJ向弱勢的

邊境社區提供更多的防空洞。去年 ICEJ 總共捐贈 48 個移動

式防空洞，同時還資助幾個社區現有的地下防空洞重大翻修。 

 

到 2022 年對防空洞和救生設備的需求只會增加，因為伊朗

越來越接近核武的界線，並向在黎巴嫩和加薩地帶敵對以色

列的代理民兵提供數萬枚飛彈，為的是預備向以色列發動攻

擊。請幫助我們提供更多緊急防空洞和設備，以備不時之需。 

 

大屠殺倖存者 

 

 

 

「素來苦待你的，他的子孫都必屈身來就你……」（以賽亞書 

60:14） 



 

近年來 ICEJ感到迫切需要透過向大屠殺倖存者提供身體照護

和情感支持來擴大我們對他們的關心，特別是藉由我們在海

法獨特的輔助生活之家，在這裡充滿著有愛心的工作人員和

志工照顧他們的日常需求。2021年 ICEJ擴大我們的基督徒志

工團隊，以照顧海法之家居民的需求。我們還幫忙開設了以

色列第一個國家呼叫中心，來因應全國大屠殺倖存者的緊急

需求。 

 

 

 

2022年 ICEJ將需要您對海法之家居民的支持，同時計劃今年

在耶路撒冷為大屠殺倖存者開設一個新的呼叫中心。 

我們只剩下幾年的時間來影響這些在納粹種族滅絕行動下

倖存的年邁猶太人，所以請在我們還能幫助他們的時候，協

助我們照顧他們。 

 

 



 

給予未來和希望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耶利米書 29:11） 

 

我們的「給予未來和希望」計劃為的是堅固處於危機中的以

色列家庭，為有需要的人提供教育和經濟機會，提升處境不

利的兒童和處在風險中的青年，並為生活在以色列的阿拉伯

人與猶太人之間的共存來努力。去年我們十分高興能看到許

多人的生活受到該計劃的影響。我們為數十名來自貧困和移

民家庭的學生提供了筆記本電腦，使他們能跟上居家線上學

習的進度。單親媽媽也得到了協助和指導，以幫助他們的家

庭度過艱難的時刻。我們還幫助有前途的年輕阿拉伯人獲得

在以色列高科技產業找到好工作所需的電腦程式技能。 



 

這些只是 ICEJ所贊助的眾多項目中的一部分，這些項目為有

需要的以色列人帶來希望和未來。2022年還有更多人等待著

我們的幫助，您也可以為以色列貧困兒童或苦苦掙扎的家庭

的生活帶來改變。 

 

 

 

就在今天祝福以色列吧！ 

 

2022年，基督徒使館將繼續成為您的手和腳，向以色列人民

傳遞耶穌的愛和安慰。願您與我們合作，幫助以色列社會中

最弱勢的群體，邀請您就在今天透過支持 ICEJ的事工來祝福

以色列吧。 

 

 

 

 



 

經文與禱告方向： 

 

約翰福音 15:12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馬太福音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

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禱告 

求神將彼此相愛的心賜給我們，把這份愛分享給以色列，透

過各樣行動來幫助他們，使猶太人感受到神放在我們心中的

愛，並將榮耀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神。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1-2月專文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應許之地— 

從船上下來在水上行走的呼召 
 

 

 

當你看到這篇文章時，世界即將進入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第三

年。在 2020年初這場健康危機開始時，我們都希望能迅速結

束。但是今天，我想起了彼得．塚平（Peter Tsukahira）牧師

在 2021年住棚節期間於迦密山他的教會發表的見解：「也許

這種病毒還會伴隨我們一兩年，如同以利亞時期的三年半乾

旱一樣。」不管它持續多久，我們已經生活在動蕩的時代。

但是在以利亞的日子裡，上帝從天降下火和雨水，乾旱得以

結束。 

 

  



 

一條新道路 

 

聖經中的一段經文從新冠大流行的一開始就指導和啟發了

我們，這段經文來自約書亞記 3章 4節，它簡單地說「……這

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從那以後，我們發現上帝用同樣

的經文向世界各地的其他人說話。我們的朋友史蒂夫．卡彭

特（Steve Carpenter）特別受到約書亞記 3 章 4 節的啟發，

寫了一首新歌《定睛在方舟》。著名作家、近期住棚節講員

肯德爾（RT Kendall）去年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我們從未

經過的道路》。這段經文在過去兩年的全球祈禱聚會中也反

復出現。在杜拜舉行的「權能 21」全球領袖峰會上，多位基

督徒領袖提到這段話為我們的時代提供了指導。上帝似乎不

僅在對我們說話，而且似乎全世界都有一個聲音說，這場流

行病代表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季節，我們被邀請—是的，即

使是被迫以新的方式向前邁進。這是一個新的季節，需要新

皮袋。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是如何在 2021 年開啟住棚節的，這是第

一個在網路技術支持下虛擬的盛宴。我們在耶利哥附近的約

旦河谷開始了住棚節，俯瞰約旦河東岸。在之前的幾個月裡，

我已經感覺到神正帶著我們在 ICEJ經由約旦河進入一個新的

季節，但另一方面對要期待什麼卻知之甚少。 

 



 

 

 

跨過約旦河 

 

約書亞記 3 章 4 節的背景正是如此。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

上帝帶領以色列人民經過 40 年的曠野漂泊，進到了應許之

地。這是一個沒有比這更戲劇性的轉變了。不僅約旦河的水

在那一刻停止了流動，更重要的是，以色列幾十年來的整個

運作方式突然改變了。第一次，整整一代人在一天之內接受

了割禮。可能更具挑戰性的是，在以色列進入應許之地的那

一刻，每天奇蹟般的嗎哪供應停止了。他們需要一種全新的

經濟模式和新的戰略。以色列需要學習播種和收割的原則。

為了以征服這塊土地，以色列必須從防禦模式轉換到攻擊模

式。 

 

經過 400 年的等待和 40 年的漂泊，以色列終於進入了它的

命定，擁有了應許之地。 



 

這是一塊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只能作為陌生人和朝聖者定

居的土地。但現在，正如對亞伯拉罕所預言的那樣（創世記

15:13-16），400年後，以色列將擁有這片土地，因為這片土

地上的民族，他們的罪惡已經達到了上帝無法容忍的程度。 

 

美地 

 

他們進入的是一片美地（申命記 8:7），那地有河、有泉、有

源，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

樹、和蜜。岩石裡含有有鐵和銅，這是古代必要的高科技材

料。他們進入的也不是一片空地，他們將繼承「非他們所建

造的又大又美的城邑，有房屋、裝滿各樣美物、非他們所裝

滿的。有鑿成的水井、非他們所鑿成的。還有葡萄園、橄欖

園、非他們所栽種的。」（申命記 6:10-11） 

 

這片土地是如此之好，以至於在許多代人看來，「迦南地」

成了天堂的比喻，越過約旦河象徵著跨越死亡進入永恆。然

而，儘管迦南地確實是一塊受祝福的美地，但它並不是天堂。

它是一片充滿阻攔和抵擋之地。摩西一再警告以色列人：「以

色列阿，你當聽，你今日要過約但河，進去趕出比你強大的

國民、得著廣大堅固、高得頂天的城邑。那民是亞衲族的人、

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聽見有人指著他們說、誰能

在亞衲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申命記 9:1-2；另見申命記

7:1及 11:23）。 

 



 

 

 

巨人之地 

 

摩西宣稱，有一片流淌著牛奶和蜜的土地，在河岸的另一邊

等待著以色列人，但要進入這塊土地，在人看來是不可能的。

挑戰是多方面的：以色列在人數上完全被敵人超過，城市有

堅不可摧的防禦系統，他們的軍隊有更好的武器，最糟糕的

是他們有一些非同平常的超級英雄，亞衲族後裔，傳說中的

巨人。他們是創世記 6章 4節中提到的「偉人」的餘種，是

令所有人恐懼震驚、如惡魔般的族類（民數記 13:33）。「誰

能在亞衲族的子孫面前站立得住呢？」這是迦南地常見的一

句話。 

 

而正是這種人類不可能達成的現實，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導致

以色列在征服應許之地的呼召面前退縮了。看著這個挑戰，

他們覺得自己像蚱蜢。 



 

至於那片土地，他們說它會把他們當作早餐吞掉（民數記

13:32）。以色列人拒絕跟隨摩西進入那片土地，而寧願聽從

十二個探子中十個探子看似「真實」的報告──代價是整整一

代的族人在沙漠中喪生（見民數記 13:25-14:12；申命記 1:19-

40）。可悲的是，整整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沒能到達他們人生

計劃的命定。 

 

如今事後看來，我們太容易把這一代人的不信和自滿撇在一

邊。但他們對當時情況的評估，會被我們今天世界上的每一

個風險管理者和顧問所認同。上帝向以色列人要求的是：藉

著他們直接進入一個人類不可能做到的情況，從而來顯明他

們真實的狀況。上帝在要求他們離開船，在水上行走。然而，

他們忘記或忽視的是，天地的全能創造者──上帝與他們同在。

對上帝來說，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上帝經常向他們承諾，

如果他們憑著信心走出去，他就會親自為他們爭戰，甚至對

抗最大的巨人。 

 

 

 

  



 

下船的呼召 

 

然而，每一代人都面臨著這一挑戰。進入應許之地，對我們

個人生活和作為基督徒群體，意味著進入神全部的可能。這

意味著欣然接受上帝的呼召和工作，就是他在創立世界之前

為我們預定的（見申命記 12:8-10，以弗所書 2:10）。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季節，上帝不僅僅是在邀請我們擁抱我們

以前從未使用過的新技術。他還邀請我們在與主同行的過程

中，發現一個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層次。這是上帝的邀請，讓

我們擁抱他全部的旨意，去解決那些我們過去可能自己安放

的巨人和堡壘。現在是時候跨過約旦河，進入神為我們預備

的新事物了。這是從船上走出來，在水上行走的呼召。 

 

無論是當時還是今天，應許之地對以色列來說意味著，這片

土地是上帝在他的話語中常應許給猶太人作為永恆產業的

土地。這是上帝通過一個盟約（創世記 15 章），一個誓言

（創世記 22章），和整個聖經中的許多其他應許，所確認的

產業。 

 

對我們這些耶穌的追隨者來說，這意味著要進入到他對他的

孩子們應許的全備豐盛之中。甚至在約書亞時代之前，以色

列就已經在沙漠中經歷了奇蹟、勝利和神的供應。但只有當

他們征服了這片土地，他們才進入了他們命定的圓滿中。因

此，擁有這片美地對我們來說，代表著進入神為你、為我預

備的全備豐盛之中。 

 



 

這裡只是一些關於「美地」對我們意味著什麼的想法。 

 

基督的全備豐盛 

 

在以色列有一個支派沒有得到以色列土地中任何分地或領

地，但上帝說「我將成為他們的份」。這就是祭司的利未支

派（申命記 10:8以下）。上帝自己就是他們的產業和實際。

即使對自猶大支派的大衛王來說，可以在地球上擁有一塊特

殊的土地：伯利恆城，而他個人與上帝的關係和他對上帝的

認識，遠遠成為他生命中更重要的產業（詩篇 16:5-6）。對

大衛來說，在「與神同在這塊地土上」有著無可限量的喜悅。

僅僅與神同在的一天就勝過在其他地方的上千天，包括在他

自己耶路撒冷的美麗王宮。 

 

耶穌本身不僅是我們希望的中心，並且我們生活、動作和存

留都在他的裡面（使徒行傳 17:28）。因此，跨過約旦河意味

著成為追尋上帝的人，全心全意地尋求和愛他。這意味著要

養成習慣，成為我們生活的自然部分：每天固定時間禱告、

敬拜和聽神的話語，並與聖徒相交，他們是基督在地上的身

體。關於這位基督可以說很多，認識他必須成為我們生命的

中心、本質和目的。 

 



 

 

 

承接產業的國家 

 

摩西在離世前委託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他們的產業迦

南地。耶穌擴大了這一使命。在他離開地上之前，他命令他

的門徒從耶路撒冷開始，要「使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福

音 28:19），直到到達地極才停止（使徒行傳 1:8）。正如約

翰．衛斯理著名的宣告那樣，「整個世界都是我們的教區。」 

 

每一位基督的追隨者不僅被邀請享受自己的救恩，我們還需

要被納入神為世界制定的全球拯救計劃。上帝在詩篇第二篇

中挑戰我們：「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這是約

翰．諾克斯（John Knox）這樣的人的呼喚，他懇求上帝說：

「上帝，把蘇格蘭給我，否則我就死！」或者近代布永康牧

師（Reinhard Bonnke）的事工，他被一個覆蓋著耶穌救贖之

血的非洲大陸的異象所激動。你可能不是約翰．諾克斯或約

翰．衛斯理，但開始為你周圍的人祈禱，作為你的產業。 

 



 

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在 20世紀 30年代祈禱上帝會拯救她的

鄰居羅莎．布勒（Rosa Bühler），我的祖母。神不但應允了

她的禱告，更讓福音進入了我們全家。你們今日要宣告，你

們全家都是耶和華賜給你的產業，正如約書亞憑信心宣告說：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事奉耶和華！」跨過約旦河，開始

為你周圍的人祈禱，並且準備好分享耶穌的好消息！ 

 

 

 

征戰的呼召 

 

在約書亞的時代，巨人們統治著應許之地。這只是我們今天

四圍現實的一個影子。世界被屬靈上邪惡的巨人壓迫和統治。 



 

我們可能沒有意識到他們，但這些邪惡的力量往往決定著家

庭、城市甚至國家的氛圍。保羅說：「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

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以弗所書 6:11-12）。」 

 

耶穌的到來意味著上帝在這個世界上建立了一個屬天的、不

可摧毀的立足之地，將迷失的人類從惡者手中拯救出來。他

在世上的使命是摧毀敵人的工作，把人從黑暗的國度中解救

出來，帶他們進入神的國度（歌羅西書 1:13）。 

 

神呼召我們越過約旦河，是在呼召我們穿上屬靈的軍裝，準

備好面對世界上屬靈的堅固營壘。毫無疑問，我們符合聖經

的家庭價值觀和符合聖經的性別認同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攻

擊。不幸的是，基督身體中的一些人渴望與這新的屬世的現

實保持一致。就像在底波拉的時代一樣，戰鬥已經來到我們

的門口，是時候讓耶和華的子民起來，擊退氾濫在我們各國

的無法無天的浪潮了。 

 

還有強大的邪惡的國度反對上帝對以色列的計劃。反猶主義

只是其中一個方面。這條邪惡的龍甚至盡可能地試圖欺騙選

民，幾百年來形形色色的取代神學教義只是《啟示錄》第 12

章所描述的那場古老爭戰的另一種彰顯。上帝召喚我們在這

場戰鬥中更新我們的立場。記住，這不是一場與血肉之軀的

戰鬥，而是一場主要靠我們的膝蓋贏得的戰爭！ 

 

  



 

最後，在新冠病毒季節當中，不要讓自己被我們周圍的黑暗

現實所困住。不要讓巨人恐嚇你，甚至讓你退卻，就像以色

列人在加低斯巴尼亞所做的那樣。仰望坐在寶座上的耶穌，

宣告這個季節是你進入神為你所賜美好土地的時候。約書亞

和迦勒宣布，這些巨人已經成為他們的食物（民數記 14:7-9），

就好像他們只是相信上帝，走出了船。 

 

危機時期是變革的最佳催化劑。不要只想回到原來的常態，

而是把它看作是你新季節勝利的機會。聖經中最偉大的突破

誕生於困難，和常常無望的環境中。這可能是你的突破和經

歷個人奇蹟的時刻！今天就決定不要再被你可能面對的巨

人們嚇倒，而是請求上帝帶領你越過約旦河，開始佔領敵人

的大門，而他們注定要成為你的食物！求神允許你擁有一個

新的領域，並尋求他為你而定下的新呼召。最重要的是，通

過比以往更了解基督，成為追逐神的人。 

 

當我們一起這樣做時，2022年可以成為我們所有人突破和創

造奇蹟的一年。它可以成為神從天上降下他的火和他復興之

雨的一年！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1-2月專文 

翻譯｜Christine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民數記 14:7-9 

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

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給我們；

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

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

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 

 

以這篇文章祝福所有正在閱讀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們，及支持

ICEJ 事工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們，讓我們一起在 2022 得地為

業，走在水上，吞吃巨人為食物！ 

  



 

ICEJ贊助猶太青年冬令營 
 

 

 

青年人在很大程度上不只決定一個國家的現在，也決定了國

家的未來。因此對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而言，支持著包

含在以色列外的猶太青年是非常重要的事，藉此作為方法來

鼓勵青年們在應許之地建立自己的未來。 

 

在前蘇聯共和國的情況中，通常還會涉及到重建猶太社區與

宗教和文化根源間的關聯，因爲這些根源在共產主義時期被

切斷了好幾個世代。 

 

「在蘇維埃政權的七十年中，前蘇聯（former Soviet Union ，

簡稱「FSU」）的猶太社區經歷嚴重的身份喪失問題。」 



 

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the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前蘇聯地

區（FSU）部門主任羅曼．波蘭斯基（Roman Polonski）解釋

道。「政權垮台的三十年後，在前蘇聯地區廣闊土地中的 80

萬猶太人裡，估計只有 20%的人守著猶太傳統，因此講俄語

的猶太人，不論在前蘇聯地區或其他地區都有特殊的猶太教

育需求。」 

 

 

 

作為回應，ICEJ 多年來一直支持著猶太青年的阿利亞計劃，

包括我們贊助阿利亞的青年營隊。在猶太人事務局規劃並由

基督徒使館資助的營隊中，猶太兒童從 7歲開始就能認識以

色列，以及在這裡有著等待他們的機會。 



 

透過「Naale」和「Sela」項目，他們有前往以色列繼續接受

教育和建立猶太身份認同的機會。多年來，阿利亞青年項目

將猶太兒童在他們父母以先被帶回以色列，之後則幫助孩童

的父母在回歸以色列後適應環境，該項目已取得極大的成功，

而 ICEJ 很榮幸能夠支持這些特別且有成效的「猶太回歸前」

（pre-Aliyah）營隊。 

 

事實上 ICEJ不久前才在今年 1月資助了兩場冬令營。其中一

場營隊在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舉辦，有 34名 10至 15

歲的青年人參與，並有六名訓練有素的隊輔加入他們的行列。

青年人享受著舉辦在俄羅斯北部首府聖彼得堡郊區的歷史

之城普希金市（city of Pushkin）的營隊。營隊的活動幫助了

參與的青年們接受他們的猶太身份與以色列文化，營隊在溫

暖的氛圍中舉辦了創意工作坊、遊戲與探索活動。 

 

 

 



 

一名來自聖彼得堡的 11 歲冬令營參與者丹尼爾．伍爾弗維

奇（Daniel Vulfovich），他很高興能參加這次的冬令營。 

 

「我真的很享受今年的冬季節日。」丹尼爾說。「能夠像這

樣度過假期真是太棒了。營隊輔導員讓我們的假期變得很有

趣也充滿收穫。我們研究猶太人的歷史、傳統和文化，也參

與各種高階課程和遊戲，還打了雪仗，我非常感謝所有幫助

舉辦這次活動的贊助者們。」 

 

ICEJ在白俄羅斯（Belarus）的明斯克（Minsk）附近舉辦另一

場冬令營，招收 52名兒童和他們的營隊輔導員。這次營隊儘

管在新冠疫情限制下，仍然被允准舉辦。然而因著社交距離

限制的緣故，需要兩倍量的巴士，並且需要緊急的財務支援

才能遵守新冠疫情下的相關法規。感謝我們在世界各地的基

督徒支持者，ICEJ 滿足了這項需求，也讓一些貧困家庭的父

母能夠在前往冬令營巴士的出發地點，為他們的孩子送行。 

 

 



 

白俄羅斯的生活非常艱困，父母們希望他們的孩子能移民到

以色列，他們相信孩子們在以色列會過上更好的生活。ICEJ有

幸見證越來越多白俄羅斯青年在猶太文化被隱蔽了數十年

後，能發現並接受他們的猶太身份。營隊通常由年輕的以色

列人組成，當參與營隊的青年們了解現代以色列的生活，再

與以色列年輕人建立連繫時非常鼓舞人心。對大多數青年而

言，冬令營是他們第一次真正接觸到自己作為一名猶太人，

這為他們的猶太身份奠定了基礎，並培養他們回歸以色列的

渴望。 

 

請繼續支持我們的在阿利亞回歸事工上的努力，幫助更多年

輕的猶太人在以色列找到他們的未來，並成為他們國家的祝

福。邀請您更多支持 ICEJ的回歸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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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以西結書 39:25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雅各被擄的人歸回，要憐憫以色列

全家，又為我的聖名發熱心。 

 

以西結書 36:28 

你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

要作你們的神。 

 

我們繼續禱告今年將有更多阿利亞要回到以色列，懇求耶和

華神為以色列大發熱心，憐憫並帶回更多猶太百姓，使他們

能安居在神賜給他們列祖的應許之地。 

  



 

ICEJ捐贈防空避難所至戈蘭高地 
 

 

 

近年有些遊客參訪以色列的戈蘭地區經常以為他們幻聽到

遠處的爆炸回聲。不過事實證明這個聲音不是他們的幻聽！ 

 

戈蘭高地位於鄰近敘利亞的邊境，由於自 2011 年敘利亞的

內戰沒有止息，以色列境內確實經常可以聽到爆炸聲與槍聲。 

 

雖然過去 30年以來，這個地區相對地平靜，不過由於敘利亞

衝突和武裝組織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胡拉山谷（Hula valley）

附近展開行動，這裡是一個越來越敏感的安全地區。 

 



 

最近 ICEJ慈惠事工團隊拜訪戈蘭地區的Moshav Meitzar農莊

有個很重要的因素。這個農莊位於雅爾木克河谷（Yarmuk 

valley），距離以色列與敘利亞和約旦邊境僅 1.2公里。 

 

 

 

站在戈蘭高原上，眺望這幅壯麗的景色，橫跨敘利亞起伏延

綿的青綠山脈。Moshav Meitzar 以色列安全人員──陳利維

（Chen Levy）與 ICEJ 慈惠與回歸事工副總裁妮可．尤德

（Nicole Yoder）談及他對這個地區的擔心。他提到過去曾經

歷恐怖份子企圖滲透 Moshav 和邊境的槍擊。這件事應該不

奇怪，因為近幾年以來隸屬於伊斯蘭國的成員過去曾經掌控

敘利亞南部一帶。 

 

  



 

陳利維解釋：「我們在這裡必須非常警醒，並且改變我們的

觀點，因為這裡曾經非常平靜，但是現在我們處於以往不同

的情況。」「雖然過去兩年間敘利亞內戰已經趨於平緩，我

們仍然會遇到在該地區遊蕩的敵對勢力，所以我們需要抱持

非常警醒。」 

 

鑑於此情況，難怪Moshav Meitzar農莊被認為是一個非常弱

勢的地區，以色列國防軍也認為如果未來發生任何衝突，這

裡將會是一個軍事熱區。 

 

Moshav 負責兩項非常特別的計畫：一項是青少年在入伍以

色列國民軍前，送進領導力培訓營一年。目前有將近 82名來

自以色列各地的青少年參與這項計畫，以及甚至一些來自海

外的參與者可能會考慮在戈蘭高地培訓結束後移民回歸。 

 

另一項計畫是迎合少年犯與高風險少年，他們渴望改變自己

的人生，而不是屈服於艱難的環境或是面臨可能的牢獄刑期。

這項計畫目前協助 10 名青少年，每位至少有兩名心理協談

師幫助他們。這些青少年來自以色列各地，以及他們部份的

矯正課程是在農場工作。 

 

陳利維提到：「他們工作的農場就在邊境，距離邊境圍籬 200

公尺處，是個具有爭議的地點。」 

 



 

 

 

當 ICEJ聽到Moshav Meitzar缺乏防空避難所時，毫不猶豫地

答應在這個社區設置幾個移動式避難所。感謝來自荷蘭與瑞

士非常慷慨的捐贈者，國際基督徒使館能夠購買兩個急需的

防空避難所並謹慎選擇放置它們的位置。 

 

「我們希望您知道來自全球的基督徒朋友掛念你們並希望

做點什麼幫助你們完成這項保護社區的重要工作。」妮可與

陳利維分享道，他有些驚訝。 

 



 

 

 

「我們期望政府提供避難所，但當我們收到來自海外朋友的

避難所時，那是很特別的。」他告訴妮可。 

 

一個移動式避難所設置在公車站旁，靠近社區入口處；另一

個設置於靠近少年矯正中心的住宅附近。 

 

「真的非常感謝您」陳利維補充道。「我希望這裡會維持平

靜，但我們會再次好好使用它們。非常感謝您的關心。」 

 

越來越多在以色列邊境的社區處於弱勢的情況，缺少足夠的

避難所保護他們抵擋火箭彈的猛烈攻擊。懇請考慮為受到傷

害的以色列人民捐贈更多救生防空避難所。 

 



 

為以色列防空洞奉獻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2/02/09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提摩太前書 2:1-2 

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一切在位

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 

 

箴言 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禱告方向： 

 

1. 懇求主，使黎巴嫩、敘利亞和約旦領導人有屬天的智慧與

策略停止戈蘭地區周圍的戰火衝突，使百姓能平安度日。 

2. 懇求主，使以色列政府、兒少服務機構以及家長明白天父

的心意和智慧，引領青少年走當行的道。 

3. 懇求主，使以色列邊境弱勢社區將不再為生命憂慮，相信

主必給予他們所需用的一切。 

 

 

 

 

https://p.ecpay.com.tw/527EB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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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