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幫助以色列阿拉伯人 
進入高科技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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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德．馬薩利亞（Rand Masalha）、赫巴．阿卜杜勒．卡里姆

（Heba Abdel Karim）和巴茲爾．阿明（Basil Amin）是以色列

阿拉伯人中具有潛力的人，在隨著 ICEJ為有前途的阿拉伯學

生提供獨特的電腦編碼課程的贊助，他們離進入以色列高科

技行業的夢想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蘭德出生在拿撒勒（Nazareth），後來搬到附近的一個小鎮，

在那裡她是一位積極進取的高中生，對她的學業充滿熱情。

然而，當談到大學教育時，她被許多的選擇所困住了，但她

最終決定追隨她的天賦以及對數學和電腦科學的熱愛。 

 
她最喜歡海法大學的氛圍，儘管對她來說，與猶太學生互動

是一種全新的體驗。 

 
「上大學時，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少數的民族，這對我來說

那是很困難的時刻。」蘭德回憶道。 

 
困難的原因是上課時她必須將阿拉伯語轉換為希伯來語，由

於所有的課程都是以希伯來語授課，她還需要花額外的時間

來學習她的數學和電腦科學專業。儘管如此，蘭德還是很高

興能在學校上課，並發現老師們都非常樂意幫助她與鼓勵她。 

 



 

 
大學畢業後，她進入了教育領域，工作地點就在她所住的社

區中，這是阿拉伯婦女的首選工作，這樣她們就可以在家附

近工作也能照顧到家庭的需要。雖然她喜歡教數學，但她對

進入高科技領域有著強烈的渴望，然而她也知道進入高科技

產業的可能性很渺茫。 

 
「我發現到大部分的工作機會對於像我這樣的阿拉伯女性

來說，工作機會更少。」蘭德說。 

 
只有當她能夠突破強加在她身上的社會限制時，她才會感受

到尊重和有信心從事高科技事業。當她研究如何實現這一目

標時，蘭德發現了 ICEJ贊助的電腦訓練營計劃，並立即知道

這是她進入高科技世界的機會。 



 

在完成了為有前途的以色列阿拉伯學生開設的特殊電腦編

碼課程後，蘭德現在覺得自己終於「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並期待未來在高科技領域工作。 

 
打破模式 

 
赫巴（Heba）在卡米爾（Karmiel）附近的一個阿拉伯小村莊

長大。與許多以色列阿拉伯人一樣，她與以色列猶太人的互

動受到限制，直到她完成高中離開她的村莊。 

 

 

在決定職業道路時，赫巴最初感到自己受限於以色列阿拉伯

人所期望的典型工作。懷著忐忑的心情，她決定打破常規，

透過學習電腦程式編寫來追求不同的未來。她現在強烈地感

覺到這是她做最好的選擇，並經常建議阿拉伯高中生可以認

真考慮學習電腦專業。 

「我很高興阿拉伯社會也正在改變，接受進入高科技產業也

是一個很好的可能性。」赫巴分享道。「舒適圈外面有更廣



 

闊的世界，所以不要害怕走出你的舒適區，無論是在你自己

的社會還是在這個世界上。」 

 
赫巴在給公司打電話詢問空缺職位時發現了電腦編程訓練

計劃（Computer Bootcamp）的編碼程序課程。她意識到電腦

程式編寫的需求量很大，而這門課程提供了寶貴的實踐學習

機會。 

 
「儘管我獲得了第一個電腦科學學位，甚至正在攻讀第二個

學位，但這些都與這門編程課程不同。」赫巴解釋道。 

 
在回顧她最喜歡的課程體驗時，她說：「這門課程讓我們有

時間在每項任務中與同事一起工作。我們可以分享我們的想

法，互相學習，提高我們的團隊合作能力。」 

 
赫巴現在計劃在不久的將來努力成為一名全端工程師，她也

會尋找新的挑戰，同時也希望去旅行。 

 
高中時，赫巴自願幫助年幼的孩子學習，輔導他們各種科目。

由於成績優異，她獲得了特拉維夫大學的全額獎學金，但她

發現並不適合她。在參觀了其他大學後，她選擇了海法大學。

在那裡，她看到了一個更加開放的社會，並第一次有了一個

猶太室友。然而，她發現，他們雖然一起學習，但她們的社

群並沒有在一起，而且她所有的朋友都還是阿拉伯人。 

赫巴一開始在讀大學時覺得學習很困難，而且也擔心跟不上

進度。但是，她很快發現，她的成績在班上名列前茅，儘管

如此，克服語言障礙仍是一項挑戰。雖然她在高中時希伯來



 

語能力表現的不錯，但在大學階段以希伯來語為母語的人相

較於她還是具有優勢，然而通過大學和後來的工作，她的希

伯來語進步了，她也與她珍視的猶太同事建立了友誼。 

 
最佳的領域 

 
與此同時，巴茲爾是家中八個孩子中的其中一位，來自下加

利利的一個阿拉伯小村莊。在九年級和十年級期間，他的高

中與一所猶太學校一起參加了一個讓他接觸到猶太社區的

共同相處計劃。正是在這段時間裡，他了解電腦程式編寫的

世界，並發現自己擅長編程。在他以優異成績完成高中物理

和編程的課程後，他也熱衷於有效地利用這一項才能。 

 

 
儘管他的父親希望他學習醫學，但他的父母支持他選擇從事

軟體工程師的決定。在成長過程中，他家裡沒有電腦，所以



 

當巴茲爾進入特海（Tel-Hai）大學時，他進入大學時遇到許

多挑戰。他的研究在這個程度上是複雜的，然而他順利地融

入猶太學生當中，在兩年的不斷練習中，希伯來語變得像他

的母語。 

 
巴茲爾在大學期間開始擔任手機客戶服務人員，並在之後繼

續擔任這一職務。儘管如此，他仍然保持著有一天在高科技

領域工作的夢想。當一個朋友告訴他電腦編程訓練營計劃時，

他立即申請並被錄取。 

 
「這種訓練營培訓課程使我們進入職場變得更加容易。這裡

的員工非常好，也提供優質的服務」，巴茲爾解釋道。「這

項計劃非常重要。它不僅僅是學術上的培訓，因為你無法只

靠學位就能獲得一份就業機會。」 

 
考慮到未來的計畫，他分享說：「因為參與訓練營，未來我

想從事全職的程式編寫工作，並享受它……以色列是從事高

科技產業最理想的地方，因為每家大型高科技公司都在這裡，

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之一。」 

 
以色列新一代的希望 

 
以色列的阿拉伯民族佔總人口的 21%，但僅佔該國蓬勃發展

的高科技勞動力的 3%，2018 年阿拉伯女性在該產業中僅佔

0.1%，儘管以色列的技術工作一直缺乏數以萬計的員工，但

這項數據仍然是事實。 

 



 

 
然而，阿拉伯人對高科技職業的興趣正在迅速增長，因為現

在高科技課程學生中有 15%是阿拉伯人，但他們仍然有較高

的輟學率。 

 
很多時候，阿拉伯青年進入大學時比猶太青年面臨更大的挑

戰，由於經濟限制、不擅於希伯來語或不熟悉以色列的主流

文化，這些原因通常會導致他們在第一學年就放棄學業。 

 
「我們很高興看到年輕的阿拉伯人取得成功並更加融入以

色列社會。」ICEJ慈惠和回歸事工部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說，「這個電腦訓練營計劃幫助這些年輕人進入到他

們以前可能沒有太多經驗或機會的就業市場。」 

 



 

感謝您的幫助使 ICEJ能支持所有以色列不同社群的學習計劃，

就像為有潛力的以色列阿拉伯學生提供的這項電腦程式編

寫課程，這給尋求共同美好未來的下一代阿拉伯人和猶太人

帶來了希望。 

 

為以色列弱勢青年奉獻  

https://p.ecpay.com.tw/C8F50DD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8/0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馬太福音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創世記 12:2-3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

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那咒詛你的，我

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禱告 

感謝主，使用 ICEJ幫助以色列阿拉伯學子提升就業的實際計

畫，願神持續供應 ICEJ所有學程計畫上的需要，也促進阿拉

伯人與猶太人的和睦關係！。  



 

ICEJ協助衣索比亞移民學生 

高中順利畢業 

 
本週初 ICEJ 團隊訪問了以色列南部斯德羅特（Sderot）附近

的伊比姆（Ibim）村，1953 年該村以集體農場的方式開展，

而今天已成為衣索比亞和俄羅斯移民家庭的學生村，孩子們

都在附近的薩皮爾（Sapir）學院就讀學習。 

 
我們在那裡見證二十二名衣索比亞移民的畢業典禮。他們大

部分都是二十出頭的學生，只差一次考試便能完成由 ICEJ所

贊助的九個月的教育課程，即等同於獲得高中文憑。 

 
首先由融合中心主任艾爾達．肖瓦特（Eldad Shauvat）向學生

致辭，其中解釋到因著有這個「以色列學院」，學生們能擁

有一個融入以色列社會的夢想起點，他還感謝他們有顆學習

向上的心並願意在這新的家園追求卓越的未來。 



 

代表教育部的尤蒂特（Yudit）也表達類似的鼓勵之詞，同時

敦促他們在以色列仍要保持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她也向猶太

人事務局、ICEJ 的捐贈者、教職人員和其他使這項教育計畫

實現的參與者們表示感謝。 

 
「這是一項實驗教育項目，現在我們希望能夠幫助更多即將

要來的人。」尤蒂特說道。 

 

 

ICEJ慈惠事工和回歸部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也

有機會向畢業生致辭。 

 
「正如你們的列祖一樣，在這片土地定居時，你們將要克服

許多的挑戰（巨人），然而，憑著信心和毅力，你們一定能

勝過，並且你們也因順利完成這學習課程而得勝了。我們 ICEJ

和在世界各地的許多基督徒朋友很高興為你們提供這扇敞

開的大門，祝福各位在此找到工作、建造家園與開始新生活。」 



 

「過去幾年來到以色列 80%的衣索比亞移民基本上是文盲。」

猶太人事務局的丹妮兒．莫爾（Danielle Mor）補充道。「而

今日大約 60%的衣索比亞移民來到以色列時，已平均接受了

五年的教育，大約 15%的人已接受十二年的教育。這使這項

計畫有著根本的不同之處。」 

 
新教育計畫於 2021年 12月啟動，僅用九個月時間為學生提

供同等的高中教育學程，課程內容包括數學、電腦、公民教

育和額外的希伯來語課程。所獲得的文憑使他們能有更多選

擇的機會，如參加職業培訓或進階的學術研究。 

 
該課程開放給十八至三十五歲具有八到十年教育程度的衣

索比亞新移民，但大部分的移民家庭選擇立刻開始工作存錢，

為離開融合中心的那天做好準備。幸運的是以色列政府為衣

索比亞社群提供特別的補貼以幫助他們買房子，但大多數的

男人還是想透過工作儲存更多的頭期款。所以對這些學生來

說，雖然暫時放棄工作賺錢的好處像是一種犧牲，但在他們

按規定服完兵役後，所得到的回報便是在未來能得更好的工

作機會。 

 



 

 
「剛開始的確很困難，但很高興我結業了。」米柯南

（Mekonan），一位充滿幹勁，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說道。

「我希望成為一位電腦技術人員，能在高科技行業工作。」 

 
德吉兒．澤加（Tekikil Tzega），一位二十歲的女孩和哥哥一

起來到這裡。她羞澀微笑分享著想成為一名醫生來幫助人的

願望。 

 
同樣是住在伊比姆村，二十歲的艾德莎．達拉索（Adesa 

Daraso）用著優美的希伯來語代表同期的衣索比亞同學致詞。

她承認剛開始學習希伯來文時相當地困難，但她補充道自己

熱愛學習，希望在 IDF 服役結束後能成為一名護理師。她來

到以色列時已有十年的教育程度，她相信這課程能帶給她比



 

姐姐一個更好的前景。她的姐姐只接受六年的教育，目前在

工廠裡工作。 

 
這些年輕衣索比亞猶太人對未來的願景是相當樂觀的。我們

對這項教育計畫的支持表明了基督徒慷慨的解囊相助實在

為這些在以色列開始新生活的年輕男女帶來希望和提供了

實質的幫助。邀請您透過幫助下一批的新移民，為他們和以

色列社會帶來實質的改變！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8/0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8:10 

你們當受我的教訓，不受白銀；寧得知識，勝過黃金。 

 
箴言 24:4-5 

其中因知識充滿各樣美好寶貴的財物。智慧人大有能力；有

知識的人力上加力。 

 
箴言 2:6 

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感謝祢，因為所有美善全備的賞賜都是從

祢而來。也使我們因著敬畏祢，得以進入那知識的開端。

感謝祢使用 ICEJ和基督徒慷慨的幫助來扶持祢所招聚回來

的百姓。我們為這些年輕的衣索比亞移民祈求，願他們能

被神的愛更深地觸摸，使他們有顆尋求真理的心，能夠早

早得著救贖的恩典，得著榮耀的盼望，在那地預備迎接主

的道路。阿們！ 

 
 

  



 

ICEJ全球分部與以色列一同站立 

 

近幾個月來，ICEJ 全球分部網絡非常活躍，各國分部在他們

各自的國家支持著以色列與協助 ICEJ的慈惠事工，並接觸各

國當地的猶太社群及對抗反猶主義和反錫安主義等。接下來

向您分享我們在世界各國分部最近的活動。 

 
ICEJ德國分部（Germany）舉行禱告遊行 

 
ICEJ德國分部最近在司徒加特（Stuttgart）舉行年度禱告遊行，

這次遊行由 ICEJ總裁猶根．布勒（Jürgen Bühler）博士主持。

數百名基督徒蜂擁而至，手持著帶有聖經經文的大標語，在

繁忙的市中心遊行。人們為國家領導人、教會以及猶太人民

禱告，同時受邀的講員們就打擊反猶主義、相信神的話以及

在以色列與德國間建立更牢固的關係分享強而有力的信息。 

 
 



 

喚醒中非為以色列站立 

 
ICEJ 於六月在中非舉行三場關於以色列的全國性特會，聚會

由 ICEJ國際事務部副總裁克謀智（Mojmir Kallus）博士致辭。 

 
在中非共和國，數百名基督徒聚集在首都班基（Bangui），參

加由 ICEJ中非分部的主任菲爾曼．恩加圖亞（Firmin Ngatoua）

牧師舉辦根據羅馬書十一章以及與以色列有關的屬靈旅程

的聚會。這場聚會在三個不同的教會（一個浸信會教堂和兩

個使徒教堂）舉行為期三天的會議，並以大使館在該國的正

式就職典禮結束。 

 
在喀麥隆（Cameroon），克謀智博士被歡迎至首都杜阿拉

（Douala）分享，他在聚會中向超過一百五十名的牧者和事

工領袖講述了 ICEJ的工作，他還正式按立使徒朱利耶斯．艾

基（Julius Ekie）為 ICEJ喀麥隆分部的代表。 

 



 

 
最後在加彭（Gabon），克謀智博士與以色列衣索比亞牧師貝

雷．柏利（Birlie Belay）一起在首都自由市（Libreville）參加

了一次跨宗派的聚會，由 ICEJ加彭分部主任朱迪卡爾．蒙根

吉（Judicael Mounguengui）所舉辦，數百名基督徒親自參加

這場聚會，還有數千人透過臉書和 YouTube線上參與。大會

榮譽主席加斯帕德．奧比昂（Gaspard Obiang）牧師感謝所有

主辦教會的參與並補充說道，這場聚會創造了一個「中非地

區為以色列代禱的機會，並記住以色列救贖的應許。」事實

上，中非地區對以色列的認識與支持正在增長，加彭團隊打

算在未來幾年籌辦更多這類型的特會。 

 
很明顯能看見，中非的基督徒正在覺醒，而且他們意識到神

對以色列的計劃，並希望積極參與幫助與安慰猶太人民的工



 

作。我們也期待在今年十月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住棚節特會歡

迎加彭代表團。 

 

 
拉丁美洲為以色列歡慶 

 
ICEJ 西語系國家的分部領袖們最近幫助籌辦幾場慶祝以色列

建國 74 週年的慶祝活動，這代表我們在拉丁美洲的影響力

不斷擴大，我們目前在拉丁美洲的十一個國家裡設有活躍的

分部或代表處。 

 
在墨西哥（Mexico），ICEJ 墨西哥分部主任哈維爾．馬丁尼

茲．魯埃達（Javier Martinez Rueda）協助舉辦了一場「祝以

色列生日快樂」集會，以色列大使茨維．塔爾（Zvi Tal）和眾

多基督徒和猶太裔政要人士也參加這場活動，而哈維爾在活

動中分享了 ICEJ在幫助阿利亞與大屠殺倖存者的工作，以及



 

分享住棚節相關信息。其他講員提到以色列在塑造西方民主

價值觀的歷史性作用。ICEJ 墨西哥分部還舉辦一場活動，慶

祝以色列與墨西哥建交 70週年，並在墨西哥城象徵性的「獨

立天使」紀念碑舉行。墨西哥錫安主義委員會、聖約之子會

（Bnai Brit）、連結猶太（Enlace Judío）以及其他猶太教和基

督教團體的領袖皆出席了這場活動。 

 
在哥斯達黎加（Costa Rica），ICEJ哥斯大黎加分部前陣子舉

行了以色列獨立紀念日和耶路撒冷日的雙重慶祝活動，邀請

福音派聯盟的全國主席霍赫．戈梅茲（Jorge Gómez）博士和

其他政要出席。該活動還標誌著由哥斯大黎加分部主任特雷

西塔．托雷斯（Teresita Torres）建立的 ICEJ哥斯達黎加分部

成立四十週年。當日約有五百人親自參加聚會，另有五百人

線上參與，慶祝活動包括舞蹈、讚美與敬拜，整場活動都充

滿歡樂的氣息。 

 
在巴拿馬（Panama），ICEJ巴拿馬團隊最近應以色列大使伊

泰．巴爾多夫（Itai Bardov）的邀請來慶祝以色列獨立紀念日

（Yom Ha’atzmaut），還舉辦了「旗幟與友誼」活動，當地

猶太社區為 ICEJ巴拿馬分部成員提供以色列國旗，並將國旗

作為禮物送給一百多名福音派牧師，用以表示支持以色列。

與此同時，巴拿馬分部也定期參與我們每個月的月朔（Rosh 

Chodesh）線上禱告運動，這也是在巴拿馬全國傳遞 ICEJ 事

工的機會。ICEJ巴拿馬分部副主任葉尼．莫雷諾（Yeni Moreno）

牧師說：「透過月朔祈禱會，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歷史上最偉

大的複興」。 

 



 

 
ICEJ芬蘭分部舉辦以色列攝影展 

 
ICEJ 芬蘭分部（Finland）最近舉辦了一場主題為以色列的攝

影展，以吸引更多人支持我們為以色列貧困兒童奉獻的項目。

這場展覽展出由 ICEJ 芬蘭分部主任亞尼．薩洛坎斯（Jani 

Salokangas）和 ICEJ總部同工詹姆斯．齊塔姆（James Cheatham）

多年來在以色列拍攝一系列精美照片。展覽在索特卡莫

（Sotkamo）一間擠滿了參觀者的房子裡開幕，展期持續三週，

同時也義賣相框中展示的照片，為以色列需要幫助的兒童籌

集資金。 

 



 

 
向維克多．施拉特致敬 

 
隨著維克多．施拉特（Victor Schlatter）於七月逝世，ICEJ失

去了全球大家庭中一位忠實且具有開拓精神的領袖。維克多

長年以來一直擔任 ICEJ巴布亞紐幾內亞（Papua New Guinea）

和太平洋島嶼特別代表，並於 2017 年獲得了我們的年度尼

希米獎（Nehemiah Award）。維克多和他的妻子艾爾希（Elsie）

一起過著奉獻予主的生活。儘管維克多是一位有專業證明的

核科學家，但他還是回應了神對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高地成

為聖經翻譯者的呼召，並在數十年的事工中建立了一個由 

一百多個會眾組成的網絡。他還將他對以色列的熱情傳遞給

整個太平洋島國的基督徒，甚至影響了他們在聯合國對以色

列的投票記錄。我們向維克多忠心的生命致敬，並向艾爾希

及其家人表示哀悼。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8/04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

旺。 

 
創世紀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

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禱告 

感謝神透過 ICEJ全球分部成為以色列的祝福，並在列國間傳

遞神對以色列的心意。求神繼續賜予列國從神而來這顆愛以

色列的心，願以色列平安，願萬國萬族因以色列蒙福。 
  



 

祈禱加薩彈火攻擊三天後的以色列 

得以平安 

 

請為以色列能有真實的平靜安穩禱告。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以

色列上個週末經歷了由激進伊斯蘭恐怖民兵組織在加薩發

射猛烈的火箭彈襲擊。這是發生在以色列週六晚上和週日記

念聖殿被毀日（希伯來文 Tisha B'Av）的當下。現在我們來為

以色列恢復平靜祈禱，並且由衷希望猶太民族能夠避免另一

場悲劇的發生。 

 
自上週五以來，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恐怖民兵向以色列

南部和中部的平民地區發射了一千多枚火箭彈和迫擊砲彈，

直至本週一上午，看似不穩定的停火協議在以色列與伊斯蘭

聖戰組織間啟動。近幾日數以萬計的以色列人被迫進入防空

洞，而據報導約有 5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根據以色列國防軍

表示，死亡人數包括 24名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民



 

兵和 27名平民，其中 16人是被落在加薩境內的巴勒斯坦火

箭彈波及而亡。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PIJ）是由伊朗直接資助和指揮，

而控制加薩地區的巴勒斯坦恐怖民兵哈馬斯（Hamas）也允

許他們在其領土上行動。 

 
這戰火的加劇是因當時以色列正在記念聖殿被毀日（Tisha B’

Av），傳統上這日會以禁食來哀悼耶路撒冷的第一和第二聖

殿被毀，以及在希伯來曆的這天發生在猶太民族身上的其它

災難。 

 

 
 
呼籲您為以色列能有真實的平安繼續禱告。 

 



 

此外，邀請您能慷慨解囊，以幫助我們可提供更多移動式的

防空洞給這些暴露在火箭彈威脅之下的以色列社區居民。過

去的十幾年間，ICEJ 已捐助一百七十多個移動式放空洞給這

些生活在加薩邊境無助的以色列社區。我們非常感激因著您

的奉獻使過去的幾天這些防空洞再次挽救了許多人的性命。 

 
我們計畫在即將到來的十月份住棚節期間訪視這些地區，以

表達我們的支持與團結，並採取進一步措施來維護他們的安

全。而我們已知道他們需要更多的庇護所。因此，希望您能

幫助支持我們的事工，為加薩附近的以色列城鎮和村莊提供

更多拯救生命的防空洞，以幫助他們度過這些危機時刻。 

 
在基督裡祝福您！ 

 
新聞來源：ICEJ 總裁 猶根．布勒（Jürgen Bühler）博士 

文章日期：2022/08/0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約珥書 3:16 

耶和華必從錫安吼叫，從耶路撒冷發聲，天地就震動。耶

和華卻要作他百姓的避難所，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詩篇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感謝祢信實的應許。祢世世代代成為我們

的居所和避難所，祢更是成為以色列的保障。我們祈求以色

列人民回轉向祢，唯有在祢裡面有安息可使我們得救，有平

靜安穩使我們重新得力。我們祈求猶太民族能夠早日得到在

基督耶穌裡的這福份，同時祈求神興起更多主內肢體，如我

們的神有好憐憫之心和行公義之手來幫助以色列度過這些

危難時刻。 
 

 

  



 

2022住棚節特會走禱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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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