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以色列啟示性烈火特會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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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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ICEJ 為牧者教會領袖舉辨啟示性以色列烈火特會

（Envision），採用全新的模式，讓全球各地事務繁忙的教會

和社區領袖也能撥空參與。透過我們特殊的線上直播平台，

2022年 Envision以色列烈火特會從過往舉辦四天的特會延長

為 1月 24日至 2月 17日為期一個月的活動。在這四個禮拜

中，我們提供區域和全球禱告會、以色列各重要地點現場直

播、內容豐富的網路研討會、主題信息以及系列關於迷人的

聖經和當代主題研討會。 

 

今年 Envision 以色列烈火特會聚集來自 50 多個國家、將近

900 位牧者及事工領袖參與「位在十字路口的世界」主題特

會。 

 

 

 

本次年度特會剛好再度遇上國際大屠殺紀念日（1月 27日），

正適提醒基督徒領袖關於猶太大屠殺，與今日與以色列同站

立的必要性。 



 

因此，我們於四次現場直播的地點中，第一個訪問的地點就

是以色列官方設立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教大使館在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舉行了

特別的花圈獻禮儀式，並與新任館長達尼．達揚（Dani Dayan）

進行了令人難忘的現場採訪，以紀念這個時刻。 

 

 

 

第二週我們在米斯格安（Misgav Am），位於以色列北部鄰近

黎巴嫩邊境的猶太社區，我們針對來自黎巴嫩與敘利亞境內

伊朗支持的恐怖武裝組織日益增加的威脅，以及北部地區急

需更多防空避難所的需求，進行線上直播訪問。 

 



 

 

 

第三週，我們介紹以色列國會（Knesset）進行現場訪談，這

是以色列國會有史以來，首次讓國會以外的機構進行的現場

活動。我們與以色列國會基督教同盟核心小組（the Knesset 

Christian Allied Caucus）的理事長喬許．萊因斯坦  (Josh 

Reinstein)以及兩名新任以色列國會議員宗教錫安主義黨

（Religious Zionism party）辛察．羅特曼（Simcha Rothman）

和未來黨（Yesh Atid party）摩西．圖爾．帕茲（Moshe Tur Paz）

討論關於基督徒支持以色列的重要性。「以信仰為基礎的外

交是我們最重要的武器。」萊因斯坦指出。 

 



 

 

 

最後一週，我們再次來到以色列北部地區拿撒勒（Nazareth）

討論關於以色列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和《亞伯

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的持續影響。當地阿拉伯裔的

沙林牧師（Saleem Shalash）是阿拉伯裔基督徒社區聲望很高

的負責人與代表，同時 ICEJ中東協調員湯姆．克雷格（Tom 

Craig）提到以賽亞書 19章大道預言異象的最新信息。此外，

我們與當地阿拉伯基督徒和 i24News新聞記者約瑟夫．哈達

（Yoseph Haddad）談論關於他們對於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如何

看待鄰近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最近和解的觀點。 

 

在以色列烈火特會期間當週的全球禱告聚集（Global Prayer 

Gatherings）中，我們聽到來自 ICEJ前總裁馬爾金．海錠牧師

（Malcom Hedding）、斐濟的馬拉薩牧師（Manasa Kolivuso）、

南非佈道家安格斯．布昌（Angus Buchan）以及美國堪薩斯國

際禱告殿（IHOP）負責人邁克．比克爾（Mike Bickle）激勵人

心的信息。 



 

同時，每週的網路研討會邀請到國際知名律師安德鲁．塔克

（Andrew Tucker）、知名聖經學者布拉德．揚博士（Dr. Brad 

Young）、以色列安全分析師艾略特．喬多夫（Elliot Chodoff），

由在耶路撒冷的 ICEJ領袖團隊引導討論加拿大作家兼教會歷

史學家唐納德．劉易斯（Donald M. Lewis）所撰寫的優質新

書《基督教猶太復國主義的簡史》（暫譯）（A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 Zionism）。[此本強力推薦的書籍即將上架於 ICEJ

網路書店] 

 

接著每週的以色列烈火特會活動，我們的重要講員都會在關

鍵時刻以一場關於領導力的強力信息作為結束，信息講員包

括 ICEJ總裁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美國奧羅爾羅

伯茨大學現任校長比利．威爾遜博士（Dr. Billy Wilson）、以

色列迦密山教會的彼得塚平(Peter Tsukahira)牧師以及約旦阿

菲夫．哈拉撒（Afeef Halasah）牧師。 

 

我們也播放幾名政府官員對以色列烈火特會的特別問候，包

含阿爾巴尼亞總統伊利爾．梅塔（Ilir Rexhep Meta）、東加王

國 Mele Siuʻilikutapu公主以及美國田納西州參議員瑪莎．布

萊克本（Marsha Blackburn）。 

 

最後，我們以色列烈火特會網路平台提供數十場包括了有教

導、介紹以及訪談的線上研討會，涵蓋多元時事主題內容像

是「在十字路口的領導力」、「位於十字路口的教會」、「教

會與以色列」以及「以色列的復興」。 

  



 

研討會的講員包括以色列高科技專家阿維．約里什（Avi 

Jorisch）、聖經學者布拉德．揚博士（Dr. Brad Young）和傑

洛德．麥克德默特博士（Dr. Gerald McDermott）、以色列的

維恩．希爾斯登牧師（Wayne Hilsden）、亞設．因崔特牧師

（Asher Intrater）和以色列．波戈答牧師（Israel Pochtar）、

阿拉伯牧師史蒂文．柯瑞（Steven Khoury）和撒母耳．阿維

達牧師（Samuel Aweida）、烏克蘭鮑瑞斯．格里申科牧師（Boris 

Grisenko）和奈及利亞牧師摩西．馬杜巴（Mosy Madugba）。 

 

雖然以色列烈火特會線上直播已於本週結束，不過所有內容

仍可以線上觀看直到 2022年 4月 30日，線上特會影片觀賞

基本方案為 20元美金。如果您尚未訂閱特會影片，您仍有機

會訂閱直到 2022年 2月 28日午夜（以色列時間）。 

 

訂閱連結 

 

 

 

南非佈道家安格斯．布昌

（Angus Buchan） 

 

「我希望告訴全球基督徒領

袖，若沒有信仰，您將無法完

成這場比賽。」 

 

https://icejreg.eventsair.com/2022-envision/?locale=zh


 

 

 

比利．威爾遜博士（Dr. Billy 

Wilson） 

美國奧羅爾羅伯茨大學現任

校長 & Empowered21全球聯

合會副主席 

 

「當我們脫離新冠疫情時，上帝再次將大使命個人化… 上帝

許多次引領我們到耶穌面前，為了觸及每個人… 我們無法知

道我們何時遇到耶穌，祂對我們的家庭、世界和向世界傳福

音的意涵。」 

 

 

 

 

以色列國會議員辛察．羅特曼

（Simcha Rothman） 

宗教錫安主義黨（Religious 

Zionism party） 

 

 

「我們需要所有我們能得到的朋友，我們應該鼓勵與任何希

望對以色列好、對這個地區、對所有事有益的人建立聯繫，

這點很重要… 我感謝您們作為一個組織作的所有事工，幫助

人們脫離對以色列錯誤的觀點、對以色列應該是什麼的錯誤

認知，以及其他組織和國家錯誤對待以色列的方式。」 



 

 

 

彼得塚平牧師（Peter Tsukahira）

/以色列迦密山教會創辦人 

 

 

 

 

 

「我們現在正處於對現代教會的一個極大的轉折點中。這場

新冠疫情的爆發讓我們有機會審視現代教會的形式和功能… 

我相信這是復興的時刻，上帝正在恢復一群一群更小的小組

並以聖靈充滿在聚會中… 每個世代教會的使命就是建立門

徒以及最後遍滿萬國。」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2/02/1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烏克蘭猶太人救援行動正在進行中！ 
 

ICEJ幫助處在危機當中的猶太人，將他們帶回以色列。 

 

 

 

一個多星期以來，我們看見烏克蘭人民勇敢的與入侵烏國的

俄羅斯軍隊作戰。這場激烈的戰鬥迫使至少一百萬人逃離烏

克蘭，在這次的衝突裡，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與以色列

猶太人事務局合作，幫助疏散數千名烏克蘭猶太人，將他們

安全的帶到以色列。在此感謝全球充滿愛心的基督徒們慷慨

解囊，使我們能為那些尋求逃離戰爭威脅並安全回到以色列

的猶太家庭帶來真正的改變。 

 

截至目前，從戰爭開始之後約有 3,500 名烏克蘭猶太人申請

緊急移民至以色列，然而我們預計這項數字將迅速上升至

10,000多人。 

 



 

其中有 540名猶太人已被撤離且獲准得以移民至以色列。每

天有許多的烏克蘭猶太人乘坐巴士越過烏克蘭邊境，被送往

鄰國波蘭、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摩爾多瓦的臨時居住中心，

直到他們可以乘坐航班回到以色列。 

 

 

 

週日以色列迎接自俄羅斯入侵以來烏克蘭猶太移民的首次

航班，將第一批 300 名的猶太移民帶到以色列安全的地方。

他們將被安置在回歸融合中心（absorption center）和旅館幾

個月，使他們適應在猶太家園的新生活。 

 

ICEJ 提供資金幫助猶太人事務局完成全部的猶太人撤離與回

歸計畫，這些費用包括從烏克蘭撤離人民的巴士、鄰國的臨

時庇護所、任何必要的醫療護理、飛往以色列的航班和新移

民的緊急需要。 

 

猶太人事務局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安排了所有的需要。 



 

這場激烈衝突與其伴隨而來的危險，使得租用巴士的成本在

過去一週大幅上漲，油價也更加昂貴且供不應求。前往邊境

的旅程需要幾天時間，沿途有許多檢查站，以及存在著遭受

俄羅斯襲擊的威脅。好不容易抵達邊境過境處後，因為大量

逃亡的人民堵在這裡，造成等待的時間更久，導致許多逃亡

的人好幾天沒得進食與喝水。 

 

猶太人事務局在烏克蘭邊界兩側都設置工作人員團隊，協同

烏克蘭境內猶太人與基督徒志工網絡的協助下，幫忙疏散猶

太家庭，提供食物與照顧他們，以及將他們送往以色列。 

 

此刻對烏克蘭的每個人而言是非常絕望的時刻，然而這也是

基督徒們站出來，向著在流亡中受盡苦難與想要回到以色列

居住的烏克蘭猶太群體展現善意的機會。他們的生命和未來

掌握在我們手中，今天邀請您用最好的禮物來回應烏克蘭猶

太人的需要！ 

 

阿利亞緊急救助回歸奉獻 

 

文章出處：ICEJ 副總裁與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博士

（David R. Parsons） 

新聞日期：2022/03/04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icej.org.tw/ukrainianaliyah/


 

經文與禱告方向： 

 

撒迦利亞書 2:6 

耶和華說：我從前分散你們在天的四方，現在你們要從北方

之地逃回。這是耶和華說的。 

 

以賽亞書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禱告 

求神保守所有回歸的烏克蘭猶太人能平安的回到以色列，也

幫助 ICEJ在調度資金與所有安排上滿有神的智慧。求神紀念

ICEJ 回應神的呼召，安慰且持續幫助著祂的百姓，並祝福一

切回歸事工都能平安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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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