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錫安主義簡史： 
從宗教改革到二十一世紀 

 
今日基督徒對以色列的支持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為全世

界數以千萬計的基督徒對以色列和猶太人民有著強烈的愛，

然而我們仍然被詆毀與過去幾代的基督徒沒有什麼不同，在

很大程度上仍有反猶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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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錫安主義者被指控對阿拉伯人實施種族主義，並阻礙

中東和平。許多書籍聲稱我們渴望哈米吉多頓作為最終的

「皈依或死亡」場景（註：希伯來語 Armageddon，啟示錄

16:16「那三個鬼魔便叫眾王聚集在一處，希伯來話叫做哈米

吉多頓。」）。學者和記者尤其貶低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他們認為這是美國基督教右派的最新產物。這完

全是公然誤解基督教錫安主義運動的崇高歷史、全球視野格

局和真誠的動機。 

 



 

四十多年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一直在捍衛我

們的運動，免受此類歪曲和誹謗的影響，而現在終於出現了

一本書以卓越的學術探究並駁斥這些謬論。 

 
唐納德．路易斯（Donald M. Lewis）著作的《基督教錫安主義

簡史：從宗教改革到二十一世紀》（A Short History of Christian 

Zionism: From the Reformation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是

迄今為止對這主題有最全面的論述的書籍，涵蓋自早期教父

（Church fathers）以來基督教對猶太人的態度、宗教改革

（Protestant Reformation）中福音主義（Evangelicalism）的興

起，以及此後基督教錫安主義的發展。 

 
已故的路易斯教授（去年於該書出版後不久逝世）在處理有

關基督教與猶太教之間的鴻溝、各基督教派在末世論

（Eschatology）上的分歧以及以色列的現代復國在神學和預

言上的重大涵義等長期爭論的問題上，做出非常值得令人稱

許的成就。作者獲得牛津大學的博士學位，而他較早編撰關

於基督教錫安主義的作品也由劍橋出版社出版，故此他擁有

相當出色的學術經歷，並且能接觸到一些教會歷史的原始資

料。 

 
雖說這本書切實公開過去（及現在）基督教對聖經預言一些

解讀錯誤的問題，但也具有相當的說服力證明今日大多數福

音派信徒此時此刻真正關心以色列和猶太人的事實。路易斯

指出當代基督教錫安主義者的六大共同主題，包括（一）對

錫安主義的熱忱。（二）基督徒對大屠殺應有的責任感。（三）

譴責反猶主義。（四）推翻取代神學。（五）強調我們信仰



 

中的希伯來猶太根源，以及（六）肯定愛猶太主義，乃基於

盟約神學而非單憑著預言。 

 
路易斯還令人信服地推翻在校園和媒體上廣泛宣傳的錯誤

觀念，即所有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都是「時代論者」

（Dispensationalist，註：時代論者相信聖經揭示歷史進程的

系統，乃是由神漸進式的自我啟示和救恩計劃的一系列的階

段所組成，而並非是創世之前就已預定好的）。僅此一推翻

論點就足夠淘汰這類型將兩者混為一談的的書籍，包括錯誤

地指責福音派信徒為末日災難杞人憂天。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路易斯提出他獨特的個人見解，即近幾

世紀以來，福音派的自我認同已被「擁抱和接納以色列和猶

太人的觀點」深刻塑造成形，所以渴望將這新興運動與天主

教會分別出來。在此過程中，路易斯最有助於提供基督徒與

猶太人關係歷史的最重要標誌，即從奧古斯丁（Augustine）

開始，他已為早期的外邦教會定調主要的中心思想，便是接

受猶太人作為那些拒絕基督者的命運結果的「見證人」。後

來那些在歐洲歷史悠久的教會採取更尖銳嚴厲的教義「蔑視」

猶太人，以導致暴力的反猶主義。他結論出「宗教改革」隨

後孕育出一種對猶太人新的「尊重」態度，主要是與天主教

徒有所區別。 

 
福音派信徒身分認同的磨塑過程，顯然與以色列息息相關直

到如今。他建議採取以「二次揀選」的方式，猶太人仍然是

被揀選的民族，而外邦人可以是綿羊國或山羊國，具體取決

於我們對待以色列的方式（馬太福音 25:32-33「萬民都要聚



 

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

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基督教錫安主義簡史》除了作為我們運動前進的寶貴資源

外，還可作為一面鏡子，讓讀者反思自己在當今與以色列有

關的重要聖經、預言和政治問題上的確切立場。我們對以色

列的動機是否純正？我們是否從過去那些因彌賽亞期望落

空而信仰動搖的基督徒身上記取教訓了？ 

 
這是一部值得分享的卓越歷史與宗教學術的著作，它涉及神

學、末世論、以色列的呼召和命定以及指引世界歷史勢力的

複雜觀點，然而作者也為一般讀者簡化了這些材料。《基督

教錫安主義簡史》確實可成為每個對以色列感興趣之人的必

讀書目清單之首。 

 
新聞來源：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 

新聞日期：2022/06/16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28:16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看哪，我在錫安放一塊石頭作為

根基，是試驗過的石頭，是穩固根基，寶貴的房角石；信

靠的人必不著急。 

 



 

詩篇 84:5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希伯來書 12:22 

你們乃是來到錫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啟示錄 14:1 

我又觀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同他又有十四萬四千人，都

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寫在額上。 

 
禱告 

親愛的父神，祢的旨意何其深奧，創世之先那被殺的羔羊就

已得勝，就是祢立在錫安的大君王，那寶貴的房角石，我們

信仰的穩固磐石。求祢更新我們的心思意念，反思我們對支

持以色列的動機與異象，也再一次回應祢愛以色列的呼召。

吸引我們快跑跟隨祢，渴望在錫安山迎接那將要再來的榮耀

君王—彌賽亞，並同赴羔羊婚約之筵席。 

  



 

ICEJ使衣索比亞猶太家庭在以色列團聚 
 

 
 
一位等待二十年之久的父親終於見到久違的孩子們。 

 
本週來自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大使館（ICEJ）的一群工作人員

在本—古里安機場迎接一架載有 160名衣索比亞猶太移民回

以色列的專機。 雖然知道這些新移民很興奮能與多年未見

的家人團聚，但親眼見證這一時刻著實令人深深感動，尤其

是當中有位父親在等待申請孩子們到以色列的過程，忍受了

二十年的分離之痛，最後終於能擁抱他已長大成人的兩個大

孩子。 

 



 

 
 
週二由 ICEJ贊助的航班是重啟「以色列磐石行動」（Tzur Yisrael）

的一部分，該行動旨在今年內將多達三千名衣索比亞猶太人

帶回以色列。自 2015年起，以色列內閣決定以家庭團聚的需

求為由，重新接收衣索比亞移民。包括本週的航班，ICEJ 現

已支持超過一半的衣索比亞猶太人（5,197名中的 2,750名）

回歸到以色列。 

 
週二班機上新移民的年齡層從襁褓中的嬰兒到拄著拐杖的

祖父母不等。我們見到這群面孔的第一印象，就是從年幼孩

子們顯而易見的喜悅到許多父母常見的焦慮表情。 

 



 

 
 
在 ICEJ 副總裁與資深發言人大衛．帕森斯博士（David R. 

Parsons）代表我們全球的基督徒捐助者向他們致意後，我們

有機會在猶太人事務局莉亞特．迪莫薩（Liat Demosa）的翻

譯協助下訪談一個家庭，莉亞特於 1985 年四歲時從衣索比

亞移居到以色列。在充滿微笑和淚水的談話中，這位父親耶

倫．巴耶赫（Ye'alem Bayech）開始向我們講述他為了能與長

子和女兒在以色列土地上團聚的二十年奮鬥史。一名以色列

衛生部的行政人員，以某種方式獲得難得的許可，安排特殊

的休息室來迎接他的孩子，這裡也是他的孩子們填寫最後文

件的地方，填寫完畢後，則至入境大廳與他們在以色列的親

屬相見，又或許因今天是他的生日才有如此的安排。不論如

何，他們在幾分鐘前才第一次相擁，大家仍在激昂的情緒中

難以平復。 

 



 

耶倫二十年前首次獲得以色列的批准得以回歸，但當時他正

在辦理離婚手續，衣索比亞法院仍未裁定子女的監護權。他

不想失去前往以色列的機會，所以將十歲的兒子亞伯蘭

（Abraram）和八歲的女兒凱娜比斯（Kenubish）留給自己的

父母和兄弟細心看管，相信他們很快就會跟隨著來到以色列，

然而四年後，當他的父母和兄弟能夠來到以色列時，他的兩

個孩子卻不被允許加入回歸的行列，而且在此期間，孩子的

母親已經去世。不幸的是，十四歲的兒子和十二歲的女兒只

能自己照顧自己，但那已是十六年前的事了！ 

 
從那時起，耶倫便透過電話持續與孩子保持聯繫，並寄錢幫

助他們，這卻成為漫長的煎熬，耶倫以此用來說服以色列當

局，孩子們的監護權是屬於生活在以色列的自己。在結婚十

年的第二任妻子瑪雅．伊德薩（Maya Iadesa）的愛和支持下，

他展開一場艱苦的遊說，甚至在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當總理時，繼續向政府當局說明自己的情況。在

分開這麼多年後，他們甚至被要求進行 DNA 測試以證明他是

他們的親生父親。 

 
但這艱苦的旅程終於結束。現在已長大為三十歲和二十八歲

的孩子正坐在他身邊，他再次淚流滿面看著他們的笑臉，感

謝神賜給他「真正的禮物。」 

 
亞伯蘭告訴我們，對終於在聖地與父親相聚，他仍然難以平

復此時的心情，現階段也不清楚未來的計劃。 

 



 

「目前我的願望就是全家人身體健康，並且繼續攻讀我的第

二個商業管理學位，這樣就可在商業領域謀求志業。」亞伯

蘭說道。 

 
凱娜比斯也是如此。她現在還處於震驚中，無法好好考慮她

的夢想。但她確定「會期待新的生活，並更認識自己的家人。」 

 
兩個孩子都非常感謝父親為了讓他們來到這裡所付出的無

盡努力，以及他們新媽媽一路上的鼓勵。他們還想感謝許多

基督徒，幫助他們搭上期待已久飛往以色列的航班。 

 
請繼續支持 ICEJ 的阿利亞回歸事工，並讓其他猶太移民家

庭知道他們在基督徒愛的行動下受到關懷和保護。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https://p.ecpay.com.tw/8DA7B 
 
文章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6/23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13:12 

所盼望的遲延未得，令人心憂；所願意的臨到，卻是生命

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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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10:28 

義人的盼望必得喜樂；惡人的指望必致滅沒。 

 
羅馬書 15:24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

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禱告 

感謝賜盼望的神，使用 ICEJ回歸事工安慰並應允那盼望回歸

已久的猶太子民。感謝神此次平安帶回這些來自衣索比亞的

猶太新移民，在以色列這塊聖地與他們的親屬相聚。懇求神

加添信心和盼望給仍在等候回歸的猶太裔移民，從神而來的

喜樂必要成為他們的力量。感謝神藉著全球的基督徒捐助者

使我們能一起與他們同喜悅，感受相聚重逢的美好時刻。 

  



 

以色列將在 11月 1日舉行議會選舉 
 

根據報導，以色列聯合政府和反對派議員即將達成協議。雙

方談判中還涉及爭議性法案，也就是禁止納坦雅胡成為總理

的法案，以及其他立法。 

 

2022年 6 月 22日，耶路撒冷國會大廳在投票解散國會之前

的畫面。（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根據幾間希伯來媒體週三的報導顯示，下一屆大選訂下的日

期是 11 月 1 日，而聯合政府和反對派議員仍然就以色列在

不到四年的時間裡的第五次投票日期進行談判。 

 
此事他們尚未達成協議。根據報導顯示，雙方試圖將兩件事

混為一談，也就是選舉日的談判與禁止反對派領袖班傑明．

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組建未來政府的爭議性法案。



 

某一些聯合政府的議員的目標是在下週某個時間，特別是在

國會解散之前，迅速通過該法案。 

 
這項法案將禁止任何被指控犯有嚴重罪行的人出任總理，而

這項立法儼然成為聯合政府的關鍵性談判籌碼。此法案被視

為針對納坦雅胡，因為他涉嫌在擔任總理時犯下貪污罪，目

前仍在受審。 

 
根據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Kan public broadcaster）的報導顯

示，來自納坦雅胡的以色列聯合黨（Likud party，註：利庫德

黨）的反對派議員亞里夫．萊文（Yariv Levin）和約夫．基施

（Yoav Kisch）一直在推動把選舉辦在十月份，而以色列未來

黨（Yesh Atid）議員柏茲．托波羅夫斯基（Boaz Toporovsky）

的目標則是將選舉訂在十一月中旬。 

 
根據第 13 頻道新聞（Channel 13 news）的報導顯示，其中談

判的一部分是，聯合政府同意不在週三晚上召開以色列基本

法和司法委員會會議，來投票通過反納坦雅胡的法案。 

 
在國會被解散之前，聯合政府議員還有其他想要通過的法案，

例如：新希望黨（New Hope）議員莎倫．海斯克（Sharren Haskel）

爭取合法化使用娛樂用大麻。 

 
而議員海斯克所屬政黨的黨魁，也就是司法部長吉迪恩．薩

爾（Gideon Sa'ar）曾經是納坦雅胡的盟友，不過現在雙方已

成為了死敵。司法部長薩爾宣布，他將向政府提交另一項法

案，也就是將總理任期縮限為八年。這項法案已經在今年稍



 

早時於國會二讀時通過，不過目前未能進行，因為聯合政府

懷疑這項法案是否能在國會中獲得足夠的支持。不過納坦雅

胡已經擔任總理 12年了，而這項法案不溯及既往。 

 

 
2022年 6 月 22日，在耶路撒冷議會上的反對黨領袖班傑明．

納坦雅胡。（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週一，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和外

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意外宣佈他們已經「竭

盡全力」來穩定少數派聯盟，並且將舉行臨時選舉，而這也

是以色列三年半來的第五次選舉。在這之後的的週三，以色

列國會通過了一項解散國會的初步法案。  

 
不過，班奈特自己的右傾黨（Yamina party）議員尼爾．奧爾

巴赫（Nir Orbach），身為立法者，他的倒戈打破了政府間的

平衡，他試圖阻撓解散國會的立法程序。奧爾巴赫沒有召集

由他擔任主席的內務委員會，反而推遲了國會解散法案的下



 

一讀。這位議員表示，奧爾巴赫的目標是讓反對派有更多時

間在現任國會內組建一個替代政府。 

 
儘管目前雙方的狀況是在與時間賽跑，但如果反對派能夠在

國會正式解散之前爭取到國會大多數的議員的支持，提出建

設性的不信任案動議，那麼反對派就可以在不訴諸選舉的情

況下，將執政政府替換成新的政府。 

 
聯合政府打算利用這段時間準備立法來阻止納坦雅胡成為

總理，爭取國會內足夠的支持，以便在通過這項法案。 

 

 
2022年 6 月 22日，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就解散議

會的法案進行討論。（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的右傾黨（Yamina party）允許黨內議員選

擇他們對這項法案的投票方式，而他本人週三表示他將反對

這項法案。 



 

與此同時，右傾黨派的內政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表示，她願意在現任國會中加入由反對派納坦雅胡

所領導的政府。 

 
以色列聯合黨議員米基．祖哈爾（Miki Zohar）週三告訴以色

列公共廣播公司：「我們需要澄清一下事情是如何發展的。」 

 
祖哈爾表示，一些右傾黨議員發現他們的政治生涯即將結束，

因此希望藉著組建替代政府來維持當前的國會。 

 
祖哈爾也表示他希望舉行選舉。 

 
根據報導，以色列聯合黨正試圖將這些立法的議員從聯合政

府中拉走。週三，「藍與白」聯盟（Blue and White）的議員

麥可．畢頓（Michael Biton）對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表示，以

色列聯合黨也向他提出了邀約。不過畢頓表示，他們有邀約

我，但我是不會加入的。他重申只要以色列聯合黨仍然由納

坦雅胡領導，他的政黨就不會與他們合作。 

 
文章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2/06/23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歷代志下 9:7,9 

現在你們應當敬畏耶和華，謹慎辦事；因為耶和華─我們的

神沒有不義，不偏待人，也不受賄賂。約沙法囑咐他們說：

你們當敬畏耶和華，忠心誠實辦事。 

 
撒迦利亞書 4:6b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

我的靈方能成事。 

 
禱告 

願神興起敬畏祂的政治領袖成為總理，保守以色列的選舉能

有一批認識神且合神心意的人組成國會，並成為政府的成員，

並賜給他們倚靠神的心，不是憑著己意，乃是尋求神的引導，

與神同行建造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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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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