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錫安主義者伊瑪目在麥加演說 

燃起和平希望 
 
沙烏地阿拉伯統治者選出在這場穆斯林重要聚會負責演說

的神職人員，被看作是對伊斯蘭教義中「堅決不接受以色列」

的駁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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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參加麥加朝覲的穆斯林信徒受邀聆聽「錫安主義者伊瑪

目」講道。（照片來源：KHALED ELFIQI/EPA） 

 
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敲定中東地區一名被稱作「錫安主義者伊瑪目」的

人士在麥加（Mecca）穆斯林年度朝聖盛會上演說，此消息週

末在以色列引發熱議。 

 
這項舉動是否意味著以色列與沙烏地阿拉伯之間的關係將

正常化？伊斯蘭國家是否會改變他們拒絕接受猶太國家的

立場？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卡林．阿爾伊薩博士（Sheikh Dr. 

Mohammed bin Abdul Karim al-Issa）是一位引人關注的人物。

他是沙烏地阿拉伯前司法部長和穆斯林世界聯盟（Muslim 

World League）秘書長，卻因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 （Auschwitz）

訪問，又邀請拉比來利雅德（Riyadh）與他會面，並在美國猶

太大學（Yeshiva University）發表演說，而為以色列人所熟知。 



 

顯然這人與猶太人關係密切。 

 
以色列媒體評論家解讀阿爾伊薩被選在朝覲盛會上發表演

說，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和平指日可待的「重要

訊號」。 

 
伊斯蘭真能接受以色列嗎？ 

 
沙烏地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關係正常化在今天看來已成定

局。 

 
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巴林

（Bahrain）和摩洛哥（Morocco）的關係正常化進程，到目前

為止已證實獲得巨大成功。因此，其他幾個阿拉伯國家（包

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人民也要求立即加入「亞伯拉罕協議」

（Abraham Accords）。 

 
但從一開始，對於那些瞭解中東衝突具有屬靈意義的人來說，

還有一個問題始終揮之不去。 

 
那就是堅持信徒最終必須奪回所有失去的土地的伊斯蘭教，

能否與堅持百姓必須在那曾受伊斯蘭統治的特定土地上生

活與治理的猶太教和平共存？ 

 
這就是以色列面臨的問題，也是為何哈馬斯（Hamas）、真主

黨（Hezbollah）和什葉派宗教領袖（Ayatollahs）等伊斯蘭團

體會認為猶太國家完全不合法的緣故。 



 

當穆罕默德（Mohammed）的繼任者征服了這片聖地，那裡

就成了「伊斯蘭世界」（Dar al-Islam）的一部分，那個地區

就在伊斯蘭的統治下，順從了阿拉（Allah）。但當英國人解

放了這個地區，並將該地交給了猶太人，這片土地成了「不

信者之境」（Dar al-Harb），是世界處於「混亂」的一部分，

對穆斯林而言，聖地必須回到伊斯蘭的控制下。 

 
何謂「聖戰」（Jihad）？ 

 
如果認為虔誠穆斯林現在準備放棄伊斯蘭基本教義，接受至

少一小片土地，就是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將永遠不屬

於伊斯蘭的政治和宗教領域，這種想法未免太天真。 

 
同時，有些伊斯蘭評論家從更全面的角度看古蘭經（Koran），

並表示古蘭經的經文認為，應許之地屬於以色列百姓，而這

種看法至今依然適用。 

 
同樣這些人也堅持認為，聖戰不再是武力之爭，而是心存仁

慈的傳遞讓人改信伊斯蘭教的信息，秉持善意接觸不信者。

這就是阿爾伊薩在麥加演說時的主要宗旨。 

 
從以色列猶太人的角度來看，這次演說有樂觀之處，也有令

人懷疑的地方。這基本上呼應了基督教會的轉變，基督教從

嘗試以激烈手段要猶太人改變信仰，到選擇與猶太人和重建

後的以色列重新結盟，儘管基督徒仍然著眼著要向以色列人

傳講耶穌。 

 



 

到底誰才是神？ 

 
最終還是要回歸到這個問題，那就是阿拉和聖經中的上帝

（God of the Bible）是否指的是同一位。 

 
如果指的是同一位神，當然只需要解決當中的一些誤解。 

 
如果不是同一位神，那麼這就是兩股屬靈勢力之間的較勁，

最多只能靠人與人之間的協議來延後這場戰役的發生。 

 
在以色列，許多人相信（即使不是大多數以色列人），阿拉

和以色列上帝（God of Israel）指的是同一位神，但有些人，

包括《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的撰稿人，就認為情

況根本不是如此。聖經和古蘭經之間的差異顯而易見，所以

阿拉和以色列的上帝根本不是同一位神。從伊斯蘭改信基督

教的人最常抱持這個觀點。 

 
隨著宗教之間的對話增加、「錫安主義者」伊瑪目的出現，

以及以色列和整個中東地區穆斯林國家的政治和解，都讓這

兩大宗教與其上帝之間曾經明確的界線，變得較以往更為模

糊。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7/10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4:6 

耶和華─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贖主─萬軍之耶和華如

此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除我以外再沒有真神。 

 
以弗所書 1:17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榮耀的父，將那賜人智慧和啟示的

靈賞給你們，使你們真知道他。 

 
禱告 

懇求聖靈在伊斯蘭教國家動工，使他們能認識唯有耶和華神

是獨一真神，並透過這次在麥加的錫安主義伊瑪目的演說與

亞伯拉罕協議，讓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關係更加和睦與

平安。  



 

因阿利亞攀升 

ICEJ對以色列的支持重要 

 

 
 
自 2022年初以來，移居以色列的猶太移民總數已超過 2021

年全年的年度總人數，一月至五月期間約有 28,638名新移民

（希伯來文 olim）抵達以色列。ICEJ一直是以色列和猶太人

事務局的重要合作夥伴，支持著這急劇上升的回歸人數，特

別是來自烏克蘭（Ukraine）和衣索比亞（Ethiopia）的移民。 

 
當然目前促成阿利亞熱潮的重要因素是烏克蘭戰爭。截至五

月底，有 10,974名逃離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猶太人移民抵達

以色列。更高的數字是 12,592名的俄羅斯猶太人，為逃避俄

羅斯的經濟不穩定而回歸以色列。這兩個數字的加總已是去

年全年度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猶太移民的兩倍。過去的六



 

個月內，ICEJ為 949名烏克蘭新移民提供回歸航班經費、飛

行前的援助、救援服務、臨時住宅和其他需求。 

 
近日的媒體報導引起一些擔憂，認為來自俄羅斯的回歸申請

將被放緩，但猶太人事務局向我們澄清，定期審查過程一直

在進行，他們預計未來幾個月將繼續呈現上升的趨勢，因此

仍有許多的待辦工作。 

 

 
 

今年近期的阿利亞（Aliyah）航班之一在 6月 21日從波蘭抵

達以色列，載乘著一百二十位烏克蘭新移民。其中包括八十

八歲的多妮亞．史瓦茲曼（Donia Schwartzman），七歲時的

她目睹納粹黨殺害她的母親和妹妹，然而她奇蹟般地逃脫了

「射擊坑」的必死之路，並在陌生人的幫助下活了下來，之

後也開展了自己的人生，今日的她是位非常自豪的曾祖母。 



 

但她無法想像在最壞的打算中，自己再次被迫逃離家鄉之外，

還必須經歷另一場戰爭。多虧孫子伊戈爾（Igor）的膽量和猶

太人事務局的支持，她登上配有醫療設備的航班，現已展開

在以色列的新生活。當被問及我們可以如何進一步幫助她時，

多妮亞回答說：「給我找個老伴。」然而，她真正的願望是

「不再有戰爭，只有和平。」 

 

 
 
ICEJ 也剛資助一架於六月抵達以色列，並乘載著一百六十名

衣索比亞猶太人的航班。這乃是《以色列磐石行動》（希伯

來文 Tzur Yisrael）緊急援助航班的部分行動。將以色列視為

新家園的家庭，其中有一家人是 29歲的蒂魯（Tiru）、她的

38歲丈夫阿伊內吉達（Ayinegida）和他們的三個孩子，分別

是九歲的女兒伯特利恆（Betelehem）、四歲的兒子艾耶蘇

（Eyasu）和快一歲的男孩艾爾米耶斯（Ermiyas）。 

 
這家人對近期他們回歸以色列感到興奮，並分享他們為能儘

快獲得批准的消息，在衣索比亞的貢德爾（Gondar）等待了



 

十年。甚至將自己頭胎的孩子命名為伯特利恆（Betelehem），

以表明他們的信仰並渴望與 2020 年回歸以色列的蒂魯的父

母團聚。蒂魯的祖父母在幾年前也回到以色列。 

 
蒂魯和她兩個妹妹一直為兩年前回歸以色列的父母感到高

興。他們堅持著自己的希望和信念，相信有一天神也會把他

們帶到以色列，而這一天終於臨到這三姊妹。現在蒂魯和家

人可以告別艱苦的難民生活，他們的小房子沒有電和自來水，

每月租金約為五十美元，而在阿伊內吉達（Ayinegida）一整

天的勞力工作只能賺取二美元左右。在這般景況之下，惟有

依靠身在以色列的家人的接濟才得以生存。 

 
現在他們已安全來到以色列，一家人計劃努力工作並確保孩

子的教育生活。他們知道對神的信仰是正確無誤的，如果阿

利亞的神蹟能夠發生，那麼肯定會有更多的神蹟出現。 

 
還有更多這樣的猶太家庭正在前往以色列的旅程中，他們需

要我們的幫助。我們不僅見證神話語中應許給猶太人這偉大

的預言性招聚，而且參與在其中，這是何等令人高興！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他

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

邦。」（以西結書 39:28） 

 
請繼續慷慨支持 ICEJ阿利亞事工，和我們一起讓猶太移民能

在這應許給他們的土地上與家人團聚。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https://p.ecpay.com.tw/8DA7B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7/0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申命記 30:3 

那時，耶和華─你的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

耶和華─你的神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

聚回來。 

 
詩篇 107:1-3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願耶

和華的贖民說這話，就是他從敵人手中所救贖的，從各地，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所招聚來的。 

 
耶利米書 31:10 

列國啊，要聽耶和華的話，傳揚在遠處的海島說：趕散以色

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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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願頌讚歸給我們的主耶和華！因祂的憐憫記念祂的子民在

患難中並搭救招聚他們歸回，向他們守約施慈愛！感謝神讓

我們能見證神的信實，並藉著 ICEJ阿利亞事工和基督徒捐助

者施展祂的作為。親愛的主，我們何等感恩能成為祢的器皿，

因我們知道這事工乃是出於祢的旨意並有永恆的價值。我們

祈求祢繼續賜盼望和恩典給仍在等候回歸的阿利亞，使他們

雖在困苦的環境但因著祢的良善充滿喜樂和盼望。 

  



 

亞伯拉罕的祝福 

 

 

創世記 12:1-3的「祝福」是什麼？要如何才能得到這份祝福？ 

 
「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

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可見那以信

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加拉太書 3:8-

9）  

 
創世記 12:1-3是現今基督徒愛和支持以色列的根基經文。詢

問大多數基督徒為什麼他們要與以色列站在一起時，他們會

首先引用創世記 12:3的經文和他們想要得到被祝福的願望，

但隨後他們會很快跳到希伯來先知講述關於以色列末日復

興的經文裡中，引述一些他們最喜歡的經節。此外，「祝福」

或「賜福」一詞的使用過於寬鬆，以至於它的定義已經被淡

化，更深層的含義已經消失。我們也經常將這段話簡化為一



 

個神奇的公式或簡單的數學方程式，就是當我們祝福以色列

時，我們就會得到祝福，這種想法對我而言總感覺有點太自

私了。 

 
所以，我問自己兩個重要的問題：創世記 12:1-3中的「亞伯

拉罕的祝福」是什麼？我如何才能領受到這樣的祝福？ 

 
是不是會有某種神奇的粉末能讓我變得富有？還是我得透

過為以色列禱告、保護以色列、奉獻給以色列或是造訪以色

列來得到祝福嗎？ 

 
我發現創世記 12:1-3中「亞伯拉罕的祝福」的含義比許多基

督徒所意識到的還要高得多。它是亞伯拉罕之約的起源，也

是神對全世界救贖計劃最初的揭示。事實上，使徒保羅在加

拉太書 3:8-9 中將這些經文作為第一次宣講的福音，所以我

們最好花一些時間來詳細理解它全部的含義。 

 
首先，請注意神說：「起來，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亞

伯拉罕只是去看一看，就需要有信心和付出很大的努力，當

他到達那裡時，神說祂要把整片土地賜給他。因此，亞伯拉

罕被認為是唯一相信造物主的信心之父。 

 
第二，「祝福」或「賜福」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一般而言，

希伯來語「Baruch」的意思是「說好的話」或「祝一切安好」，

但是聖經清楚的定義了「祝福」這個詞的最高含義……。 

 



 

羅馬書 4:3-8「經上說什麼呢？說：亞伯拉罕信神，這就算為

他的義。做工的得工價，不算恩典，乃是該得的；惟有不做

工的，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他的信就算為義。正如大衛稱

那在行為以外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他說：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為有罪的，這人是有福

的。」 

 
在這裡，保羅引用了詩篇 30:1-2。 

 
因此，創世記 12:1-3中，降臨在亞伯拉罕的「祝福」是用血

遮蓋了他的罪孽，這是因著他對即將到來的彌賽亞的犧牲所

擁有的信心和希望。一旦有了這樣的遮蓋，神就可以在許多

方面祝福他、使他倍增，直到他變得非常富有。 

 
這是對福音的第一次宣講，即因信而生的義能遮蓋你的罪，

並且透過亞伯拉罕的後裔，這份遮蓋將提供給地球上的所有

家庭。 

 
從一開始，神沒有隱藏這份為全人類預備的救贖計劃，祂也

沒有讓這份計畫只屬於以色列，神所應許的救贖主將從亞伯

拉罕的「後裔」中為全人類而來。 

 
對亞伯拉罕的這份祝福有助於提供與祝福亞伯拉罕和他的

子孫，使他們透過履行他們的救贖使命來影響後世。當巴勒

王（King Balak）要求巴蘭（Balaam）「詛咒以色列」時，巴

蘭就遇到了這個問題。我們在民數記 23:7-8、民數記 23:18-

24 和民數記 24:9 中看到這件事。即使巴蘭想要巴勒所提供



 

的金錢和榮譽，他也不能詛咒以色列人，因為他們身上有遮

蓋與盾牌，只有當他向巴勒王建議如何透過通姦和拜偶像使

以色列跌倒時，這道防禦才能被攻破。 

 
現在，如果「亞伯拉罕的祝福」最終是血遮蓋了他的罪，你

我該如何得到這個祝福？是為以色列禱告、給予以色列幫助、

為以色列辯護，還是造訪以色列？在這裡，聖經再次清楚講

述了我們當如何獲得亞伯拉罕的祝福……。 

 
加拉太書 3:13-14 「基督既為我們受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

律法的咒詛；（因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

這便叫亞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

因信得著所應許的聖靈。」 

 
那降臨在亞伯拉罕身上的最高「祝福」，只有我們在十字架

腳下才能得到！這就是福音，首先傳給了亞伯拉罕，並應許

賜給世上所有的家庭。 

 
因為我們已經透過耶穌和猶太人獲得了永恆的救恩，我們應

該感謝他們並回饋他們。我為以色列禱告，我給予以色列幫

助，我為以色列挺身而出也造訪以色列，但不是為了從他們

身上獲得更多的東西，而是因為我已經透過基督從他們那裡

得到了祝福，這確實是保羅在羅馬書 15:27 中講述的信

息……。 

 
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其實也算是所欠的債；因外邦人既然

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 



 

我們永遠無法償還我們透過以色列所得到的這一切祝福，但

保羅說我們至少應該嘗試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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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3:13-14 

基督既為我們受了咒詛，就贖出我們脫離律法的咒詛；因

為經上記著：凡掛在木頭上都是被咒詛的。這便叫亞伯拉

罕的福，因基督耶穌可以臨到外邦人，使我們因信得著所

應許的聖靈。 

 
羅馬書 3:24-26 

如今卻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穌的救贖，就白白的稱義。神

設立耶穌作挽回祭，是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要顯明

神的義；因為他用忍耐的心寬容人先時所犯的罪，好在今時

顯明他的義，使人知道他自己為義，也稱信耶穌的人為義。 

 
禱告 

感謝神透過以色列將救贖的恩典傳到我們身上，願神教導基

督徒除了對耶穌的犧牲獻上感恩外，也學習透過祝福以色列

來回應神的愛與對全世界的救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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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