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娜回到以色列的艱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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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生的一切把我帶到了這裡。」我們坐在她新公寓裡剛

裝好的舒適的沙發上時，拉娜開始說，她和一位新來的俄羅

斯移民合住在一起。拉娜清楚她作為一名來自烏克蘭的新移

民所面臨的困難，她說：「我們同意不把戰爭帶到這裡，因

為不論來自俄羅斯或烏克蘭，我們都是猶太人，這就足夠

了！」 

 
拉娜很快開始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她在二十歲時，曾經在

以色列待了六個月，並已經下定決心要成為一名回歸者，但

她決定先回烏克蘭完成大學學業，而此時愛情介入了！她在

烏克蘭結婚，成為一名母親，並開始了兩項事業，之後又經

歷離婚。直到十五年後，她又開始重新考慮回歸之事，卻不

能儘早實現，因為她的前夫不允許她把他們的女兒帶到以色

列。在那段時期，她也努力的經營著旅遊業和寵物店的業務。 

 
不幸的是，新冠狀病毒結束了旅遊業務，也影響了她的寵物

店生意。她去年也出現了健康問題，所有發生的這些事讓拉

娜考慮改變她的生活。 

 



 

 

 

不順心的遭遇與想另尋出路的情況下，拉娜重啟成為回歸者

的夢想。這一次她的前夫同意讓他們的女兒和她一起回以色

列，所以她開始了申請移民的程序。一旦拉娜獲得回歸的簽

證，她要利用女兒第一年與前夫父母住在一起的時機，自己

先前往以色列安頓、找工作並學習希伯來語，計劃讓女兒今

年夏天能與她重逢，以便在新學年開始前適應新環境。 

 
似乎一切都進展的很順利。今年二月初，拉娜收到了她的回

歸簽證，而且有一位買家願意買下她的寵物店，這讓拉娜有

了在以色列初期的生活資金。她的航班原定於 2 月 24 日起

飛，然而在出發前幾天，航班意外地被提前到了 20號，但當

時她正在旅行，無法趕上航班。這使她離開的時間又推遲了

幾個星期，但她繼續安排離開……駕照續期、最後的醫生預

約、業務簽約等等。一切看似都很好！ 

 



 

拉娜在舒適的椅子上放鬆地與我們的 ICEJ慈惠事工團隊聊天，

她回憶起在二月的最後幾天裡，當她忙著準備離開烏克蘭時，

她是如此幸福且不知道即將發生的事情。她沒有電視，而且

「不關心政治」，她對時事不感興趣。在她按計劃準備搬出

去之前，兩個朋友也突然有需要而搬進她的公寓。回首在老

公寓裡度過的瘋狂時光，拉娜聳了聳肩。 

 
「到處都是成堆的箱子。」她解釋道。「我把一個架子上的

東西放進一個箱子裡，接著他們就把一個箱子裡的東西拿出

放到架子上……他們對我來說就像一家人，尤其是在幾年前

我與我的父母吵架後，我就再也沒有和我的父母說過話了。」 

 
「2月 23日，就在俄羅斯入侵前七個小時，一位朋友告訴我，

明天將開始一場戰爭，並問我是否準備好一個應急包。我不

知道這個消息，聽到時讓我大吃一驚。」拉娜回憶道。「黎

明前，隨著可怕的戰爭消息，警報聲已經響起。」 

 
一開始拉娜住在基輔（Kyiv）的地下室裡。她的手機沒電了，

因為她沒有充電器線。她也無法聯繫到前夫，當時她的前夫

被徵兵入伍。至於她的女兒則和祖父母在一起，但她三天沒

能聯繫到他們。那時他們打算逃跑並帶走她的女兒，拉娜並

不同意，但他們還是離開了。在混亂中，她不知道他們去了

哪裡，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應該等他們回來。 

 
拉娜不能住在她位於三樓的公寓裡，所以她和鄰居在一樓的

走廊裡待了十天，然而只是坐在那裡等待卻不知所措讓她十

分難受。 



 

然後她聽說，由於不斷遭受炮擊，她的商店經理在沒有食物

與水的情況下，被困在地下室長達十天。至於她寵物店裡的

所有動物都被殺死了。由於沒有生意可做，拉娜原訂的計劃

無法進行，但她知道她必須採取行動。 

 
她吐露道：「這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就是放下我的女

兒，自己離開，而我仍在努力不為這個決定感到愧疚。」。 

 
當時沒有任何能搭乘的航班，但當鄰居給她一張他們自己用

不上、去波蘭的火車票時，似乎為她打開了一扇窗。拉娜離

出發還有兩天，但隨後宣佈從當晚開始實行為期兩天的宵禁，

她知道她必須迅速行動才能登上那列火車。從那一刻算起，

她只剩六個小時的時間回家、收拾行李以及抵達火車站。 

 
在這樣緊湊的時刻中，也不知一個包裡能放些什麽東西？更

糟糕的是，發電廠當天遭到轟炸，城市一片漆黑。 

 
「我們必須在沒有燈光的情況下打包。」她回憶道。我把貓

放進籠子裡，抓起一個睡袋和一個背包。說實話，我幾乎不

能移動，是我弟弟幫我整理好行李。在那一刻，你活著也彷

彿不像活著。公寓裡堆滿了箱子，而且你什麽都看不到，這

實在是讓人非常氣餒的局面。我以前會把每天需要做的事情

都寫在一張清單裡，但現在如果我一天能做一件事，那就已

經很厲害了。 

 
拉娜笑道根本不知道背包裡裝了些什麼。 

 



 

「這裡頭裝的是一系列令人難以想像且不相干的物品，是你

能想像最奇怪的二十公斤行李，有一個開瓶器、一個黑羊形

狀的貼在冰箱上的小黑板，諷刺的是上面寫著：『你比你想

像的更強大！』還有各式各樣因為我已經長大而不穿且打算

送出去的衣服，和唯一一件貼身衣物。」 

 
帶著這些行李，她開始了在以色列的新生活。 

 
「當你收拾了三十五年的生活，看著火車站的黑色標誌、路

過被炸毀的建築物和屍體，每個人都很疲倦、沈默、甚至在

哭泣……你看見的是一個人的外殼，但他的心裡彷彿被掏空

了。」 

 
拉娜沒有錢可以帶走，所以鄰居們好心的給了她 380美元現

金，之後她帶著她的貓、睡袋和背包衝向火車站等待。 

 
幸運的是，她安全抵達波蘭的一位朋友那裡。後來，猶太人

事務局協助她飛往以色列，她和貓咪「妮卡」於 4月 5日抵

達以色列。出於非凡的韌性，拉娜在十二天內完成了回歸申

請的流程，獲得臨時的以色列身份證，還開了一個銀行賬戶，

並用不知從何而來的精力開始了服務員的工作，希望能藉此

寄一些錢回家，然而她不擅長希伯來語，以色列的生活費用

又非常昂貴，這一切對她而言十分不容易。 

 
不幸的是在她開始新工作的三天後，拉娜被一輛電動自行車

撞倒，而且肇事司機逃離了現場，她的一條腿筋斷裂，另一

條腿腳踝骨折。幸運的是她在車禍前一天剛收到以色列的健



 

保卡，所以她能接受治療。健保支付了手術和鈦植入腿部的

最大費用，但拉娜仍需要給付幾筆小額的醫療費用。 

 
「突然間，我甚至不能站起來自己倒水來喝。」拉娜說。「沒

有家人陪在我身邊！沒有錢！我不能工作，甚至不能自己穿

衣服。我在輪椅上坐了一個月，腿上包著石膏，然後穿著靴

子。我很堅強，但這些事情讓我感到很挫折，但我知道我必

須重新站起來，因為我還有一個需要照顧的女兒。」 

 
幸運的是兩位新朋友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協助。他們幫助拉娜

滿足了她的基本需求，她的新室友也提供了幫助，還有人捐

贈了合適尺寸的衣服給她，拉娜感到很驚訝，她說：「有時

候，幫助來自於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比如來自 ICEJ的幫助。」 

 
「當我的腿受傷時，一秒鐘之內我就感到無能為力了。」拉

娜告訴我們。「但腿和這些困難反而讓我接觸到了這些好心

的人。我再次相信還能發生比戰爭更好的事情，這些經歷恢

復了我對人的信心。在以色列，那些你在人生中第一次遇見

的人，都樂於幫助人。最糟糕的情況中，當我自己躺在床上

且沒有家人可以依靠，你們的禮物讓我能夠買食物、支付醫

療費用與生活費，我實在感激不盡。」 

 
第一手聽到拉娜悲慘坎坷的故事深深地打動了我們。當我們

給她一個包含家庭用品的禮物包時，拉娜很高興！ 

 
「哦，天哪！這是關於我在自己的新家『築巢』。」她驚呼

道。「你正在做一件十分偉大的事情。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然後當她打開我們的問候卡片時，她淚流滿面。 

 
「你不只是給了一張帶有問候的卡片，是仔細思考並選擇了

每個問候的詞，並將其翻譯成我的語言。」 

 
當被問及未來的夢想時，拉娜回答說：「我希望能快樂，也

想讓我的女兒和我住在一起。我希望家人能夠安全和戰爭結

束。我夢想在以色列建立新的生活。我不想做我以前做的事

情，我想做一些有用的事、一些我相信的事，和一些像我曾

經被幫助過那樣幫助別人的事。我暸解市場營銷，但我還想

做些創新的事。」 

 
我們和拉娜一樣要感謝您的慷慨捐贈，使我們能夠幫助她和

許多其他猶太移民讓他們在經歷了幾乎一無所有的艱苦旅

程後抵達以色列。您的禮物確實帶來了鼓勵、實際幫助和希

望。我們對您的感激訴說不盡。 

 
為了支持 ICEJ的回歸與融合事工，邀請您透過下方的奉獻連

結為有需要的移民獻上一份心力。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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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8/16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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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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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願神賜福在 ICEJ的阿利亞回歸事工，特別在戰亂中將祂的百

姓帶回應許之地，也求神安慰這些經歷痛苦遭遇的烏克蘭與

俄羅斯猶太人，讓他們在以色列被安慰並定居下來。  



 

ICEJ禱告事工釋放復興 

 

 

新的一波禱告浪潮正席捲著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的全

球事工。 

 
兩年前世界首次面臨全球疫情的挑戰時，ICEJ轉向祈禱服事，

靠著神的恩典我們不僅存活下來，更是茁壯發展。當時誕生

了兩個新的禱告行動，即每週一次的全球禱告聚會和每月一

次的月朔禱告會（希伯來文 Rosh Chodesh שדוח שאר ）。每個

禱告會雖有不同的異象，但有相同的重點，就是求主將神的

靈澆灌在以色列和列國之上。 

 



 

 

 

全球禱告聚會於以色列時間的每週三下午四點至六點舉行，

通常每次會吸引約五百名來自全球各地的代禱者參加，聽取

領袖們關於事工的洞見，並在禱告中凝聚我們的心。 

 

 

 

與此同時，月朔的線上守望禱告從希伯來曆每月的第一天開

始。這是從 2020年五旬節開始的 12小時禱告鏈，現在已經

發展長達 240小時，有來自六十多個國家的教會和禱告團隊



 

參與。每隔一小時就有一支新的代禱者團隊接過棒子，為他

們國家的復興和先知所預言的以色列的救贖禱告（以西結書 

36:27）。我們已經看到主大能的作為且回應我們的祈求；以

下是最近幾個神的作為的見證。 

 
兩年前我們在加強禱告事工時，全球 ICEJ分部的領袖接受了

代禱的呼籲。其中有個很感動的例子就是領導 ICEJ菲律賓的

分部主任司提反．莫普利（Steve Mirpuri）牧師。他開始邀請

菲律賓全國的牧師在月朔守望期間與他一起禱告一小時，他

們的回應非常踴躍，不僅想加入還主動提出由他們自己來帶

領一小時的守望時間，因此來自菲律賓的基督徒在最近的幾

個月裡已開始連續 54小時的禱告鏈。 

 
一位高興地加入菲律賓守望禱告的領袖是卡洛斯．伊盧斯特

（Carlos Ilustre）牧師，但去年他所在的地區經歷一場強颱襲

擊，許多人失去了家園。得知此消息後，我們禱告鏈中的代

禱者便開始為菲律賓禱告，而在那一刻，伊盧斯特牧師感受

到聖靈的恩膏指示，便在這場風暴中受災最嚴重的社區開始

福音外展活動。一週之內超過三千人歸主並開始走進教會。

目前他的教會正舉辦聚會，是為年輕人與主相遇所預備的特

會。 

 
「我們將這增長和復興直接歸功於我們參與了月朔的禱告

鏈。」伊盧斯特牧師宣稱。他的教會團隊在禱告會期間分別

帶領十四次一小時的月朔守望禱告。 

 



 

 

 

近日泰國也傳來類似的見證。我們在亞達月（Adar），正是

以斯帖王后為拯救猶太人而禁食三天的月份，泰國團隊在月

朔守望禱告中收到消息，一名著名的年輕女演員、直言不諱

的基督徒唐茉．尼達（Tangmo Nida）突然去世。泰國各地的

信徒都很震驚，而在禱告中，出現了約翰福音 12章 24節：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

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泰國的基督徒領袖們覺得應該按照以斯帖的故事進行為期

三天的禁食。而接下來，主要的新聞媒體便播出關於這位女

演員和她直言不諱的基督教信仰的報導。 

 



 

之後她的許多有名氣朋友為她舉辦了追悼會，儘管他們不是

基督徒。在追悼會中，福音在 Facebook和 YouTube上公開地

傳講，吸引超過三百萬人的觀看。最終的結果在約莫一個多

月的時間裡，超過四十萬人相信了耶穌，而這是發生在一個

起初只有二十萬名基督徒的國家裡！ 

 
這表明神的子民願意在禱告中與祂的旨意對齊時，恩典就會

四處滿溢，神蹟就會發生。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8/2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5:11 

耶和華─以色列的聖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說：將來

的事，你們可以問我；至於我的眾子，並我手的工作，你

們可以求我命定（原文是吩咐我）。 

 
雅各書 5:16b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希伯來書 1:14 

天使豈不都是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

嗎？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使我們有這樣的特權向祢祈求，藉著禱告

使我們明白祢的旨意，能與祢對齊、與祢合一。感謝祢回應

ICEJ 月朔的守望禱告鏈，讓我們看見祢奇妙的作為。懇求聖

靈繼續指教我們按神的心意祈求，使列國的代禱者成為耶和

華的軍隊，使我們學習拿起主耶穌所賜給教會的權柄，從主

基督的角度來宣告在天上所綑綁的在地上也要綑綁，在天上

所釋放的在地上也要釋放。求主更多地將神的靈澆灌在以色

列和列國之上。阿們！ 

 

  



 

跟隨耶穌的兄弟雅各的猶太人 
 
深入探究初代各種的「猶太基督徒」（Jewish-Christian）運動，

並隨著他們的消失而後留下來在我們這時代的彌賽亞猶太

教（Messianic Judaism）。 

 

 

來自印度喀拉拉邦（Kerala）地區的科欽（Cochin）猶太人家

庭，約 1900年的照片。（照片來源：公共領域） 

 
基督教在成立之初是非常的多樣化，如同今日一樣有許多的

派別，然而這些早期的「宗派」大多在公元第一千年消失。

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派別是猶太基督徒，實際上他們是最早的

「基督徒」，他們也是今日「彌賽亞猶太信徒」（Messianic 

Jews）現代運動的前身。 

 
讓我們來探討一下「猶太基督徒」運動。 

 



 

從第五世紀直到十六世紀，基督教在某些程度上成為天主教

的同義字，但不表示這是唯一的基督教形式。耶穌身為猶太

人，而且對自己也不曾有其他的看法。他的跟隨者大多數是

猶太人。在耶穌的生前，他們仍是一個猶太教派。耶穌死後，

他的跟隨者依然遵循猶太儀式，並宣揚耶穌就是猶太人的彌

賽亞。這一時期最重要的領袖之一是詹姆斯（James）（或更

正確地說，是雅各（Jacob）。「詹姆斯」這名字是新英國國

王詹姆斯在委定編寫他的同名版本聖經時強加上去的。）（註：

中文和合本聖經翻譯為雅各書，英文則是「詹姆斯」書，下

文皆用雅各。） 

 
耶穌的兄弟雅各，也被稱為小雅各或正直的雅各，是耶路撒

冷教會的領袖，被視為初代猶太基督教的主要權威。 

 
耶路撒冷公會 

 
公元四十八年的耶路撒冷公會召開會議，雅各是討論決議外

邦人歸依基督徒的主要領袖其中之一。使徒保羅認為外邦人

無須遵守妥拉戒律，堅信相信耶穌就是得救的全部條件。然

而雅各和彼得認為遵行妥拉也是重要的。保羅的觀點源自於

他在外邦人中間的福音事工，這些人沒有任何遵循妥拉的文

化背景，也沒行過割禮。公會的結論是新歸入主名的外邦人

信徒必須遵守一些猶太律法。雅各吩咐說： 

 
「所以據我的意見，不可難為那歸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寫信，

吩咐他們禁戒偶像的污穢和姦淫，並勒死的牲畜和血。因為



 

從古以來，摩西的書在各城有人傳講，每逢安息日，在會堂

裡誦讀。」（使徒行傳 15:19-21） 

 
公會隨後送出的信也使用類似的措辭和雅各所吩咐的規定。

這也向我們突顯出雅各在初代基督徒中的顯著地位。 

 
基督教中的分岐現象 

 
耶路撒冷公會達成共識的事實並不意味著所有人都同意或

願意遵行。例如保羅持續對外邦人傳福音而不要求他們遵守

任何宗教戒律。保羅和跟隨他的人與雅各和其跟隨者漸行漸

遠。而那些關乎誰才能夠成為基督徒和對他們要求遵守戒律

的爭論，形成了早期基督教許多分歧中一些最初的裂痕。 

 
只要雅各活著的時候，他就充當了保羅教義的制衡者。雅各

逝世於公元 62或 69年，他的死亡為我們提供基督教作品外

的主要當代證據，以證實耶穌作為一名歷史人物的存在。 

 
正如猶太羅馬歷史學家約瑟夫斯（Josephus）所記載的： 

 
「如我們所提到，年輕的阿努斯（Ananus）任命為大祭司，

他的脾氣過於魯莽，異常地大膽。他所追隨的撒都該人

（Sadducees）的學派，正如我已解釋過，他們在審判時的確

比其他任何猶太人更加無情。擁有這樣性格的阿努斯認為自

己擁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因為非斯都（Festus）已死，而阿爾

布穆斯（Albmus）還未上任。於是他召集公會的官長祭司，

把一位名叫雅各的人和其他一些人一併帶到他們面前，雅各



 

是被稱為基督的耶穌的兄弟。阿努斯指責他們觸犯了律法，

於是交出他們，並用石頭打死他們。」 

 
約瑟夫斯的《猶太人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中的這

段話是當代唯一提及耶穌的非基督教史料。許多基督徒認為

這是耶穌存在的關鍵證據。然而這段話一直存在著很大的爭

議，因為學術界有個強烈的說法，宣稱這是基督徒在後期所

添加上的。此議題和這段話既有趣又成問題。據稱這段話成

為約瑟夫斯的著作在過去兩千年中被複製和保存的主要原

因之一。 

 
對於我們現今的討論而言，這段話卻是重要的，因為雅各的

死可被視為一個時代的結束。在他死後，保羅和他的跟隨者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們成為基督教的主要教派，儘管猶太

基督徒仍然存在著。 

 
猶太基督徒群體 

 
晚期古代史上的猶太基督徒不是個有凝聚力的群體，即使在

雅各去世和公元 70年第二聖殿被毀之後依然如此。事實上，

猶太基督徒可被看作是初代基督徒中許多不同教派和群體

的總稱。許多這些猶太基督徒群體將耶穌視為彌賽亞，但不

是神道成肉身也非神。此外他們通常會遵守猶太人的儀式，

例如禁食和每日祈禱。這當中的幾個群體是非常值得我們討

論的。 

其中之一是印度喀拉拉邦（Kerala）的克納納亞人（Knanaya）。

據稱他們是敘利亞猶太基督徒的後裔，在公元四世紀至八世



 

紀之間從薩珊波斯帝國（Sassanid-Persian）統治的領土前往

印度。該群體的一些最古老的歌曲和文件紀錄僅通過十七世

紀的副本被保存了下來。這也成為克納納亞人古老的猶太基

督教根源的依據。經過幾個世紀的變遷，他們失去許多古老

的傳統。然而一個被持守住的主要的猶太傳統，即是在復活

節/逾越節烘烤無酵餅。 

 
從晚期古代史所得知的另一個群體是伊便尼人（希臘文

Ebionites，源自於希伯來文 םינויבא ，意為窮人）。他們可能是

公元第一世紀的主要猶太基督教派，是雅各的追隨者直接延

續下來的教派。他們認為雅各（而非彼得）才是耶穌的真正

繼承者，並且完全拒絕保羅和他的教義。伊便尼人視耶穌為

凡人，由馬利亞和約瑟所生，被神揀選為先知和彌賽亞。他

們有自己的福音書，例如伊便尼派的福音書（Gospel of the 

Ebionites），這是幾部猶太基督教福音書中的一部。他們的存

在一直持續到中世紀時期。 

 
拿撒勒人（Nazarenes）是一個不同的猶太基督教群體，存在

於公元第一世紀至第四世紀左右。他們遵循妥拉的律法，同

時研讀希伯來人的亞蘭文福音（Aramaic gospel）並拒絕所有

正典的福音書，然而與伊便尼人不同的是，他們接受耶穌是

由處女所生的。此外他們相信在耶穌第一次復活時，是向他

的兄弟雅各顯現，而不是向彼得或馬利亞顯現。 

 
雖然猶太基督徒到了十二世紀已完全銷聲匿跡，但這並不意

味著猶太基督教在歷史中的角色也隨之結束於中世紀，因爲

它在十九世紀又起死回生了。 



 

 
今日的猶太基督徒 

 
十九世紀猶太人中的世俗運動日趨普遍，特別是在歐洲的猶

太人真正嘗試並寄望被同化成為一般民眾。最終數十萬的猶

太人決定歸信基督教，因為這是他們認為最好的辦法。由於

相當多的歸信者保留他們先前信仰的某部分，於是便發展成

一個單獨的運動，稱之為希伯來—基督教運動（the Hebrew-

Christian movement）。其中有些人留在自己的禮拜場所並保

留一些猶太信仰。此外這個群體中對於耶穌的本質也存在著

不同的看法，無論認為他是三一神的一位，或是覺得一位獨

特的人即是彌賽亞。 

 
1960和 1970年代的期間，有些團體脫離了希伯來基督教運

動，這些團體有時被稱為彌賽亞猶太信徒（Messianic Jews）。

由於過去和現在的猶太基督教群體類型繁多，因此無法一一

列舉。然而這些群體的存在凸顯出一神論分歧的傾向，並分

別成爲不同的團體。每個團體都各持不同的觀點和信仰。 

 
猶太基督徒及他們各種的信仰運動向我們表明，猶太教和基

督教這兩個名詞所代表的宗教，包括以信奉獨一真神為中心

的各種信仰傳統。所以我們應當謹慎在概括歸納基督徒或猶

太人，或任何其他宗教人士之時，若非如此，則將有損個別

的演變發展和神學理論，同時會令許多信奉者失去了他們信

仰的豐富性。此外這些概括一般化的的說法也會引發無謂的

辯論，削弱我們對共同歷史的理解，並妨礙我們相互的學習

與交流。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2/08/2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弗所書 2:14-15 

因他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

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馬太福音 22:37-40 

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這

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

己。這兩條誡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 

 
禱告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在創世之先早已為我們預備救恩，藉由

祢的愛子耶穌基督使我們與神、與人、與自己和好，成為一

個新人，有神的形象和樣式。縱使在基督教過去的歷史中有

許多的分歧，但祢是初是終且永不改變。我們何等地感恩，

兩千年後基督的福音又傳回到耶路撒冷和猶太人中間。我們

為在以色列土地上的彌賽亞猶太信徒和阿拉伯基督徒和教

會禱告，使我們都能持守聖靈所賜下的合一。同心合意的預

備主的道路，迎接基督的來臨。 
  



 

為什麼我們要幫助以色列的阿拉伯社區？  

 

 

 

有時會有人問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為什麼 ICEJ

要從事針對以色列阿拉伯社區的社會援助計畫？ 

  
確實當 ICEJ 在 1980 年成立時，我們領受來自聖經明確的使

命，就是安慰以色列與猶太百姓，特別是想起過去基督徒對

猶太人所造成的傷害，我們回應這項呼召。從那時候開始，

ICEJ 就忠心的履行這項使命，然而我們也有讓人接受的理由

來幫助以色列的阿拉伯百姓，包括穆斯林、阿拉伯基督徒、

貝都因人（Bedouin）和德魯茲人（Druze）。 

  
首先，我們知道神愛世人，而且並不取決於他們的種族背景。

當神第一次呼召亞伯拉罕（Abraham）進入特殊的盟約關係

並誕生以色列時，神明確提出的目標是「地上的萬族都要因



 

你得福」。（創世記 12:3）而這包括阿拉伯「家庭」，畢竟

他們也是亞伯拉罕的後裔。 

  
此外，摩西律法中命令以色列人要善待在這片土地上的其他

人，因為他們也曾經是寄居在埃及地的外人。聖經提到以色

列人不能「虧待」或「欺壓」他們（出埃及記 22:21；23:9），

而是必須「愛」他們（利未記 19:33-34；申命記 10:19）。事

實上，拉比提及當三名訪客出現在亞伯拉罕的帳棚前時，他

「跑去迎接外人」，並為他們預備一頓豐盛的晚餐（創世記 

18:2）。今天以色列的許多猶太人認為這來自聖經的行為準

則，引導了他們該如何對待國內居少數的阿拉伯百姓，因此

我們一直在尋找方法促成以色列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間的

和解、和睦和友好，就像耶穌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中所教

導的那樣（路加福音 10:25-37）。 

 
作為基督徒，我們也被呼召走這條和平之路（哥林多前書 

7:15），並成為帶來和平的人（馬太福音 5:9），因此我們贊

助了許多猶太－阿拉伯聯合社會援助計畫（特別是針對年輕

一代），以促進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和平共處與相互尊重。 

  
如同在以賽亞書第十九章所描述的一樣，希伯來先知也啟發

了我們一個異象，未來有一天，復國的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

國家將會完全的和好。現今我們也看見了這異象的初步成果，

特別是在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簽訂和彌賽亞猶

太信徒與阿拉伯基督徒日益增長的團契中。 

 



 

從實際情況來看，阿拉伯公民佔以色列人口的 20%，他們享

有與猶太公民相同的民主權利。雖然 ICEJ大部分的援助預算

都用於幫助佔多數的猶太群體，但也有相當大的部分是針對

在幫助阿拉伯人的項目，而這往往是用於將猶太人與阿拉伯

人聯繫在一起的計畫上。我們這樣做是為了促進社會凝聚力，

因為我們知道，若以色列可以不花費時間、精力和資源來處

理國內的種族衝突（如 2021年五月發生的以巴衝突），這些

社會援助項目將有助於堅固以色列。 

 

 

 
我們許多的社會援助計劃為貧困家庭提供了經濟機會。不幸

的是，現在許多以色列的阿拉伯家庭陷在貧困的情況中，如

果他們不能跟上以色列主流社會的步伐，就容易導致犯罪、

暴力、毒品和內亂的問題。 

 



 

以色列猶太人經常向 ICEJ尋求幫助，為的是提供更好的發展

機會給阿拉伯公民，舉例來說：在以色列高科技產業蓬勃發

展的同時，我們暸解到只有 3%的高科技工作者是阿拉伯人，

而阿拉伯女性僅佔 0.1%，因此，我們正在資助一個非常具有

發展性的項目，就是向有需要的阿拉伯學生教授電腦編程的

課程。 

 
還要注意一點，以色列經常被誹謗為「種族隔離國家」，而

我們作為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因為感覺對阿拉伯的漠不關

心也被指責為「種族主義」，但我們知道以色列力求公平對

待在以色列國中的阿拉伯民族，而 ICEJ四十多年來在幫助以

色列阿拉伯社區的方面也有著良好的記錄。 

 
ICEJ 希望看到以色列被保護與被堅固，雖然我們的主要任務

是安慰猶太人，但以色列當地的阿拉伯社區也是以色列社會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於這些原因，我們也積極主動的向

阿拉伯百姓伸出援手，讓他們感受到基督徒對他們真誠的愛。 

 

為阿拉伯貧困家庭奉獻  

https://p.ecpay.com.tw/C3FA3D9 
 
新聞來源：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ICEJ慈惠事工和回歸副總裁 妮可．尤得（Nicole 

Yoder） 

文章日期：2022/08/1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利未記 19:34 

和你們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

如己，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

們的神。 

 
箴言 3: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禱告 

感謝神透過 ICEJ來幫助以色列阿拉伯人，幫助他們得以融入

以色列社會以及與以色列其他族群的人共處，願神繼續祝福

ICEJ 的慈惠事工，並感動更多基督徒向有需要的以色列百姓

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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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