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敘利亞請求伊朗 

別在敘利亞領土上攻擊以色列 

 
根據《紐約時報》引用大馬士革（Damascus）消息人士的報

導，伊朗領導的軸心國決定襲擊美國基地，為的是要回擊以

色列的空襲，以此避免一場真正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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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交部長海珊．阿米爾－阿卜杜拉希揚（Hossein Amir-

Abdollahian）在敘利亞大馬士革與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塞

德（Bashar al-Assad）進行會面。（照片來源：SANA/HANDOUT 

VIA REUTERS） 

 
《紐約時報》週五引用大馬士革消息人士的報導，敘利亞官

員已要求伊朗以及其代理人不要從敘利亞領土對以色列發

動攻擊，但這也導致了以伊朗為首的軸心國透過襲擊美軍基

地來報復以色列的空襲行動。 

 
在伊朗與伊朗支持的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真主黨、葉門

和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聖城旅在舉行線上會議的期間，

敘利亞提出了這一項的要求。與伊朗政府關係密切的分析師

蓋伊斯．戈雷希（Gheis Ghoreishi）報導了這次的會議，而一

名在大馬士革的人士也向《紐約時報》證實了這項消息。 

 



 

大馬士革的消息人士指出，敘利亞人並不希望從他們的領土

上對以色列發動攻擊，因為在一個已經不穩定的國家，這是

有可能會引發全面性的戰爭。而這一項的要求，也促使以伊

朗為首的「抵抗軸心國」將目標指向美國位於敘利亞的基地，

希望這樣能促使美國向以色列施壓，迫使以色列停止空襲。 

 
美國資深官員向《紐約時報》表示，美軍 8月 15日在敘利亞

的坦夫基地（al-Tanf base）所遭受到的無人機襲擊比起以往

更加嚴峻，而這可能是伊朗試圖對以色列先前的空襲所做出

的回應。 

 
根據敘利亞國家通訊社（SANA）的報導顯示，在伊朗無人機

空襲的前一天，至少有三名敘利亞士兵喪命於以色列對敘利

亞海岸塔爾圖斯（Tartus）與大馬士革附近的空襲。 

 

 



 

內蓋夫（Negev）哈澤林空軍基地舉行的以色列空軍飛行員畢

業典禮，典禮上一架 F-35在空中飛行。而這種型號的隱形戰

鬥機曾擊落伊朗的無人機。（照片來源： AHARON 

KROHN/FLASH90） 

 
美方為了反擊伊朗無人機的攻擊，對敘利亞的伊朗人發動襲

擊。 

 
上週，為了回應美國基地 8 月 15 日遭到襲擊的事件，美國

對於位在敘利亞東部代爾祖爾（Deir Ezzor）地區的伊斯蘭革

命衛隊和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進行空襲。伊朗所支持的民兵

則用火箭砲作為反擊，而美國則進一步地以空襲回應火箭彈

的攻擊。上週，在美國進行空襲後，美國國防部發言人、空

軍準將萊德（Pat Ryder）說：「我們的評估是，這些組織正

在測試並試探看看我們可能會如何應對。我認為我們所採取

的打擊行動已經發出了非常明顯且相當明確的信息，也就是

美方不會容忍針對我們在敘利亞或其他地方的行動部隊的

任何威脅。」 

 
伊朗決定襲擊美國的基地，以回應以色列的空襲。 

 
在伊朗及其代理人舉行的線上會議上，軍事專家做出結論，

就算美國軍隊比伊朗在敘利亞的代理人更為強大且可能會

做出軍事回應，但拜登政府一直在試圖緩和這個地區的緊張

局勢，因此不會發動新的戰爭。也是基於這一論點，與會者

才決定要襲擊美國在敘利亞的基地，為了回應以色列的每一

次攻擊。 



 

 
根據去年《紐約時報》的報導顯示，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對

美方的坦夫基地進行襲擊，以回應以色列在敘利亞的攻擊。 

 
根據敘利亞國家通訊社（SANA）週四的報導顯示，據稱以色

列空襲了馬斯亞夫附近的地點，空襲也引發了多起火災。根

據報導，在空襲後數小時內引發了大火和二次爆炸。初步報

告顯示，以色列空襲的目標裡，其中一個目標是敘利亞科學

研究中心。 

 
新聞來源：JP 

文章日期：2022/08/2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羅馬書 12:18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詩篇 116:5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神以憐憫為懷。 

 
禱告 

願神賜下和睦在以色列、敘利亞與伊朗中間，止息一切的空

襲與軍事行動。願恩惠、公義、憐憫的神看顧在危難與恐懼

中的敘利亞百姓，安慰他們的心並保護他們免於導彈的攻擊。  



 

來自烏克蘭的大屠殺倖存者 

受海法之家的歡迎 

 

 

 

ICEJ位於海法（Haifa）的大屠殺倖存者之家迎接九名逃離烏

克蘭戰爭的新居民，每個倖存者的故事都令人感到心碎。接

著要向您分享他們的人生經歷與近況更新。 

 



 

 
新大樓迎來第一批住戶 

 
因各項繁文縟節而拖延了一段時間，ICEJ 海法之家新大樓的

電梯終於裝好了，該大樓仍有一些建設工作需要進行，但一

批來自烏克蘭的大屠殺倖存者已經搬進來了。 

 
烏克蘭自冬季爆發戰爭，瑪雅（Maya）和阿納托利（Anatoly）

幾十年間都沒有離開家園的計劃，但隨著烏俄間的戰鬥越來

越接近且軍隊在他們家的周圍挖了壕溝，他們知道是時候離

開了。當天晚上，一個一直與他們保持聯繫的組織通知他們

要立即收拾行李，準備在隔天早上帶他們離開。 

 
在通過許多路障到達哈爾科夫（Kharkiv）後，他們被送上一

輛前往摩爾多瓦（Moldova）的巴士，在那裡他們的移民文件

會在飛往以色列前處理好。他們的兒子已經住在海法，所以



 

他們會到海法與他兒子一家團聚，之後很快的瑪雅與阿納托

利成為 ICEJ海法之家新公寓的第一批居民！ 

 
「我們感到被愛和被歡迎。」瑪雅重複的說著。「他們非常

照顧我們，我們很高興來到這裡。」 

 
另一位新居民是娜塔莉亞（Natalia），她的家人於二戰期間

德國入侵烏克蘭時逃離敖德薩（Odessa），至今她仍然記得

那持續不斷的恐懼感。戰後他們一家人回到敖德薩後，她的

父親成為船長，在蘇聯統治時期，這是猶太人難得能勝任的

職位，之後娜塔莉亞步入婚姻，但現在她已成為一名寡婦。 

 
當俄羅斯第一次襲擊烏克蘭時，敖德薩港被視為主要攻擊目

標，但娜塔莉亞從未想過要離開。「我告訴自己，無論如何

我都會留下來。」她說。但那在戰爭中持續的恐懼感又回來

了，而且她家附近沒有防空洞可以躲藏，所以她決定逃到以

色列。 

 
娜塔莉亞淚流滿面的告訴我們，她覺得是她父親幫助她來到

以色列，因為她父親也曾經歷艱難的生活，但總能找到讓家

人安心的方法。她非常感謝在海法之家得到的照顧，但她補

充道，在她這個年紀要重新開始新的生活並不容易。 

 
「我所有的朋友與我的一生都在烏克蘭。」娜塔莉亞吐露她

的心聲。「我不確定我是否真的能接受以色列成為我新的家，

我想順其自然吧。」 

 



 

 
購買新家具的歡樂時光 

 
雖然我們的居民需要身體和情感上的照顧，但他們也需要好

的床和舒適的椅子讓他們躺臥與坐下。席拉（Shela）和莉娜

（Lena）也是來自烏克蘭的新居民，當 ICEJ團隊帶他們到當

地的宜家（IKEA）購置一些新家具時，他們度過了非常開心

的一天。 

 
她們從未見過這麼大間的商店，使她們彷彿就像來到玩具店

的孩子般十分雀躍，她們特別喜歡騎著電動推車逛著家具展

示區。 

 



 

 
與此同時，阿諾德（Arnold）不得不為他和他的身障者妻子阿

拉（Allah）找到一個舒適的床墊，因為他的妻子大部分時間

都得待在床上。而我們的物理治療師辛查（Simcha）高興的

向他展示如何在以色列商店試躺床墊。 

 

 



 

為幫助倖存者而來的新員工 

 
最近成為海法之家工作人員的譚雅（Tanja）確實非常適合這

份工作。她在 1999年從烏克蘭移民至以色列，說一口流利的

烏克蘭語，也暸解移居以色列會面臨的挑戰。她正在幫助來

自烏克蘭的倖存者完成移民申請資料並帶他們去看醫生。 

 
「我認為我的任務是幫助他們處理重要和瑣碎的事。」譚雅

說。「有時我只是坐在他們身旁聽他們說話，他們就不會感

到孤單了。我希望他們能感覺這裡是他們的家，而且還有許

多家人關心著他們。」 

 
我們最近將艾拉（Ella）添加至基督徒志工團隊中。因為她的

父母來自當時由蘇聯統治的不同國家，以致用她會說俄語和

羅馬尼亞語，近年來她在以色列求學期間還學習了希伯來語。

當她為她的下一步尋求神時，她申請成為我們海法團隊的助

理護理師。事實證明艾拉很適合這份工作，接著她將負責幫

助所有講俄語的新居民。 

 



 

 
讓我們聽聽娜歐米的故事 

 
娜歐米（Naomi）是海法之家其中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工作人

員，她自己也是大屠殺倖存者的孩子，目前已經過了退休年

齡，只能做兼職，但她總服務著海法之家的居民，從早上到

中午，甚至晚上也是。 

 
二戰後出生在波蘭（Poland）的娜歐米在高中時經歷了反猶

主義，當時同學們稱她為「骯髒的猶太人」。十五歲時，娜

歐米透過猶太青年運動前往以色列，隨著時間推移，她離異

的父母和兄弟之後也都成為了阿利亞。 

 
「我的父母親從小就教導我要獨立，不要讓任何事情阻礙

我。」她說。這並不容易，因為她的祖父母都在大屠殺中喪

生，但她的父母從未談論過關於大屠殺的遭遇。 



 

「我父母從沒告訴我們任何關於他們所遭遇的事情。」她感

嘆道。「只有在我已經結婚的時候，我找到一張我母親年輕

時和一群漂亮女人的合照。當我問她們是誰時，她突然哭了

起來。我母親說她們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一群女孩，被納粹

選來做特別不人道的虐待。」 

 
娜歐米的父親邁入老年，某天她發現了父親背上的大傷疤，

她問父親這個傷疤從何來時，她父親不情願的告訴她是在基

輔（Kyiv）惡名昭彰的娘子谷大屠殺（Babi Yar massacre）中

倖存下來的傷口，納粹僅在一個週末中殺害超過三萬三千名

猶太人，那時他背部中彈，跌入溝壑，溝壑裡佈滿其他屍體，

納粹黨員設法把他活捉回來但沒有成功，他在戰爭後期都躲

藏在森林裡。 

 
「我試圖讓海法之家的居民們感受到愛，但同時他們也給了

我愛。」娜歐米確信的說著。「對我而言，為他人付出是非

常重要的，因為我在自己的生活中沒有經歷過愛、溫暖和擁

抱，所以我付出這些關心給我們的居民，而我也從他們身上

得到了我一直渴望的愛。」 

 
娜歐米還花很多時間教導她十個孫子關於大屠殺的事，並將

他們帶到海法之家。她總結說道：「對我來說，讓他們了解

過去所發生的事極為重要。過去幾代人所經歷與付出的代價，

使我們擁有了在以色列的這一切。」 

 



 

像娜歐米一樣，我們有讓人信服的理由來關懷這些大屠殺倖

存者，並且何等有幸 ICEJ仍有機會來幫助他們的生活，再次

邀請您為 ICEJ 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提供一份慷慨的禮物。 

 

為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奉獻 

https://p.ecpay.com.tw/96A19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8/29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詩篇 34:18 

耶和華靠近傷心的人，拯救靈性痛悔的人。 

 
禱告 

感謝神透過 ICEJ 海法之家來幫助與關懷照護大屠殺倖存者，

願神賜下安慰在倖存者的心中，讓他們在晚年得以享受從神

來的愛，並可以信主得著永生。 

 

  



 

創意無止境：ICEJ支持聽障學生 

 

 
 
位於耶路撒冷一所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混合的聽障學校的學

生最近有機會展現他們創造性的一面，ICEJ 很高興能成為他

們求學旅程的贊助者。 

 
學生們參加了一個特別的攝影課程，為特選的小組提供了發

掘視覺藝術世界的機會。該攝影課程鼓勵學生透過自己選擇

的主題進行實作學習。 

 
除了學習攝影技巧外，學生們還學習了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溝通與考慮隊友的想法，以達成共識並取得成果。 

 
吉斯卡（Jiska）和諾姆（Noam） 在「我和我的影子」主題上

合作，拍攝了物體或動物及其影子的照片。與此同時，納蒂



 

（Nati）和利亞夫（Liav）搭檔拍攝了「水的倒影」，捕捉了

大自然和其他物體在水中的倒影。（見下文。） 

 

 
在學校周圍以及耶路撒冷街道上的漫步攝影提供學生們豐

富的想像空間。卡勒德（Khaled）提交了汽車的照片，並已經

開始另一個名為「在街上」的攝影計劃，他在街頭拍攝了普

通人的日常生活。有些人在指揮交通或騎自行車，而老年人

拄著拐杖或購物車行走著，年輕人則邊走邊專注於滑他們的

手機。 

 
學生們拍攝並提交了幾十張照片，但在計畫結束時，只能選

擇十張最佳的照片進行展覽。 

 
事實證明，選擇最佳照片的過程對學生來說是一項極具挑戰

性的任務，因為喜歡自己所拍的照片是很自然的事，但這也

是需要學習的部分。學生們被教導要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作

品，並承認他們與其他學生相比後的技術水平。至於被選中

的照片將會印出來展示在學校的走廊上。學生們完整參與了



 

這項計畫，並將照片按照排名放在相應的位置展示給大家欣

賞。 

 
在計畫順利完成後，他們的心中充滿了自豪感和成就感。 

 
您可能想知道未入選展覽的照片將如何處理。該計畫的一部

分包括安排事務處理優先次序、預算和銷售方面的課程。在

這個任務中，學生們開始了一次購物之旅。他們得到了預算，

需要確認價格，計算成本並在預算範圍內購買盒子、畫布和

其他材料。 

 

 
 
然後學生們在他們購買的盒子上塗漆，選擇最適合的照片，

並用特殊的黏膠將照片貼在盒子上。學校安排了一個市集日，

讓學生們在當地社區架起一張桌子，展示他們的創意並出售

他們的作品，而當學生們售出這些相片盒與其他作品時，他

們激動不已！ 

 



 

同時，來自薩爾瑪（Salma）和艾哈邁德（Ahmed）拍攝的「廚

房裡」主題的照片，拍攝於食物準備畫面的作品將取代目前

展示在通往學校廚房的樓梯間裡的褪色照片。 

 

 
 
在課程中，學生們還學習了如何將照片製作成磁鐵。當學生

有機會參加在耶路撒冷花園舉行的活動時，他們很快就同意

了。在這裡，他們被邀請在活動中拍攝照片，並且能收取攝

影費用。在這場活動期間，他們還可以在磁鐵上展示他們拍

攝的照片。 

 
這門課程對即將結束正規教育的學生而言特別有意義。他們

接觸到攝影的創作和營銷方法，讓他們的未來有發展並能有

使用這項技能的機會。 

 
「能夠幫助這些聽障學生並使他們獲得新的創造性和技術

技能，而未來這可能會成為他們的收入來源，這是非常特別

的經歷。」ICEJ慈惠和回歸事工部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說道。「攝影是一種特別的交流方式，ICEJ很榮幸透

過提供必要的設備和支付課程費用來支持這一項職業培訓。」

再次感謝您慷慨的捐贈以支持該項目和 ICEJ 其他慈惠事工。

透過您的奉獻，我們能夠接觸到需要幫助的人並滿足以色列

社會各個群體的需求，給予他們未來以及希望。 

 

為以色列弱勢青少年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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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日期：2022/08/25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路加福音 4:18-9 

主的靈在我身上，我要傳福音給貧窮人，叫我傳福音給貧窮

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

厭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 

 
禱告 

主啊，感謝祢透過 ICEJ幫助以色列當地的聽障學生，願神使

用 ICEJ將福音帶到他們中間，使他們認識並經歷神的良善和

眷顧。 
  



 

是基督徒世界 

該全然接納以色列的時候了 

 

在第一次錫安主義代表大會 125週年之際，歐洲為以色列聯

盟（European Coalition for Israel）的負責人針對剩餘還在反猶

太國家的教會進行呼籲。 

 

 
赫茨爾對重生的猶太國家的願景在他那個時代分裂了基督

教會，且這些分裂至今仍然存在。（照片來源：Zuzana 

Janku/Flash90） 

 
125年前的這週末，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在瑞士

巴塞爾（Basel）提出他的錫安主義願景時，基督教世界分裂

了。在大多數基督徒的圈子裡，仍然認為猶太人是「『流浪

的猶太人』，因為沒有接受他們的彌賽亞而被神詛咒。」對

於其他人來說，他們是「聖經中的真以色列人，因為他們列

祖的緣故而被神所愛」。 



 

在一派陣營中，猶太人經歷了厭惡和敵意，而在另一派陣營

中，猶太人幾乎被過分熱情地接納。正如歷史所表明的，錫

安主義的計畫能如此成功，部分歸功於後一群體（主要是福

音派新教徒）的支持。儘管如此，那些強烈批評猶太國家的

基督徒並沒有消失，他們一如既往地大肆宣揚。 

 
沒有哪個城市比德國卡爾斯魯爾（Karlsruhe）更能說明這種

分歧，普世教會協會（WCC）將於本週舉行第十一屆大會。

正是在這座城市，讓西奧多．赫茨爾於 1896 年登上國際舞

台，受到了腓特烈一世（註：第六任巴登大公，Grand Duke 

of Baden, Frederick I）的接見，後者熱情地聆聽了這位猶太先

知（指赫茨爾）分享關於在聖地複興猶太國家的願景。赫茨

爾是由他的基督徒朋友威廉．赫克勒（William Hechler）牧師

介紹給腓特列一世的，赫克勒牧師曾做大公孩子們的私人家

教，與巴登的第一家庭十分熟識。不久後，腓特烈一世將赫

茨爾介紹給他的侄子，正是普魯士國王威廉二世（註：威廉

二世亦為德意志帝國末代皇帝，Wilhelm II）本人。此時赫茨

爾已經達到世界權力的頂峰，因為他的願景被世界領導人聽

到和考慮。德國皇帝是當時為數不多能幫助赫茨爾實現目標

的世界領導人之一。 

 
第一次錫安主義代表大會後僅一年，赫茨爾就在伊斯坦堡

（Istanbul）和聖地見到了德國皇帝。1898年 11月 2日，他

在聖地與德皇進行了更廣泛的會談，德皇答應向伊斯坦堡的

蘇丹（註：伊斯蘭國家的統治者頭銜，Sultan）提出在德國保

護下於巴勒斯坦建立皇家特許公司的申請。然而，他的請求

被蘇丹拒絕了，這個案子被撤銷。（事實上，又過了十九年，



 

這個願景在 11 月 2 日時被德國的勁敵，即英國，在貝爾福

宣言中採納）。與他的女婿相反，德皇並不是一個符合聖經

的錫安主義者。他只是認為他的幫助是基督徒非凡恩典的表

現，因為他願意原諒他的敵人，甚至是那些在他看來殺害了

基督的人。 

 
125年來基督徒對現代以色列國的態度仍然存在分歧 

 
仍然有人認為現代以色列人是殘暴的殺手，只是他們殺害的

對象不再是耶穌，而是無辜的巴勒斯坦兒童，然而基督教錫

安主義者威廉．赫克勒的後裔仍然全心全意地支持著猶太國

家。 

 
下週在卡爾斯魯爾舉行的普世教會協會會議上，這種分歧將

再次得到說明，新任命的總幹事傑瑞．佩雷博士（Dr. Jerry 

Pillay）將出席會議，該名南非牧師最近因宣傳抵制、撤資、

制裁（BDS）運動並在 2016年稱以色列為種族隔離國家而登

上了頭條。 

 
普世教會協會成立於 1948年，與猶太國家同年成立，該協會

匯集了來自約 120個國家的主流新教和東正教教會，代表多

達 5.8億的基督徒。它與現代以色列國有著悠久的對抗歷史。

雖然包括普世教會協會在內的全球教會界認為傳統的反猶

主義是不能接受的，但許多人仍然對一個猶太國家的存在感

到不安。當選的總幹事佩雷在普世教會協會網站上澄清他對

以色列的立場時，「肯定了他與猶太社群保持友好關係的願

望」，但他卻連以色列國都沒有提及，也沒有收回他早先對



 

以色列作為一個種族隔離國家的指責，或他對抵制、撤資、

制裁運動的支持。 

 
2001年在南非德班（Durban）舉行臭名昭彰的聯合國反對種

族主義世界會議上，普世教會協會及其附屬機構在被描述為

「新反猶主義」的行動上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一場旨在詆

毀猶太國家的國際運動。從聖經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將敵

意從被詛咒的猶太人「個人」轉移到猶太人「群體」，也就

是以色列國。2002年，普世教會協會發起了自己的倡議，即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普世教會陪同計劃」（EAPPI，

Ecumenical Accompaniment Program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該計劃動員了近兩千名觀察員（大多數

是年輕的基督徒），他們來到有爭議的領土，監督「他們認

為」以色列國防軍對巴勒斯坦人權的暴力和侵犯行為，然後

在他們自己的教會群體散播這種說法。時至今日，這仍然是

普世教會協會的一個主要項目，在第十一屆大會召開之前，

他們還在網站上自豪地展示了這個計劃。 

 
在大會召開之前，有一些教會再次呼籲正式決議將以色列標

記為種族隔離國家。鑑於大會所在的德國城市距離大屠殺結

束至今還不到八十年，現在這個提案不太可能通過，因為這

可能會導致柏林聯邦政府的譴責，該政府對於這種新形式的

反猶太主義採取零容忍政策。 

 
儘管德國官方在過去的七十八年裡徹底扭轉了局面，從大屠

殺的主要肇事者到現在在國際反猶主義鬥爭中發揮帶頭作

用，但普世教會協會要受人尊敬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該



 

組織堅決拒絕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IHRA）對反猶主義工作

的定義，因為它會自動將這些教會積極反對猶太國家和促進

抵制、撤資、制裁運動的活動與政策都包含進去。 

 
這應該是一個警鐘，因為普世教會協會下週將在卡爾斯魯爾

開會，就在巴塞爾第一屆錫安主義代表大會 125週年紀念日

之後的幾天後召開。當世俗的德國政府比大多數主流教會更

致力於支持猶太國家時，世界已經天翻地覆般的被翻轉了，

事情是可能會改變的，而這個過程的第一步應該是反省和悔

改，同時公開討論基督教反猶主義在當今教會所造成的影響，

以期望能全面支持國際大屠殺紀念聯盟對反猶主義的工作

定義。 

 
沒有什麼地方比德國的卡爾斯魯爾更適合進行這樣的轉化，

也沒有比第一屆錫安主義代表大會後的 125年更合適的時間。

沒有一個民族國家是完美的，教會也是，而現在是正是整個

基督徒社群接納猶太國家的時候。 

 
托馬斯．桑德爾（Tomas Sandell）是一名獲得歐盟認證的芬

蘭記者。他是歐洲為以色列聯盟的創始理事。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2/08/2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創世記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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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1:25-26a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禱告 

求神憐憫普世教會協會，並喚醒甦醒眾教會愛他所愛的。也

願神使教會真明白祢對猶太人的心意，興起教會祝福以色列

－我們的長兄！ 

 
  



 

一個碩果豐饒之地 

這是恆久不變的應許 

 
在細想今年住棚節特會的主題「應許之地」時，我們會較傾

向關注「土地」的部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以色列的土

地是如此地獨特、多樣、豐饒且迷人。 

 
你可以從雄偉白雪皚皚的黑門山（Mount Hermon）出發到波

光粼粼的加利利海，一直到地表最低點、鹽度最高的死海

（Dead Sea），經過引人注目的拉蒙坑（Ramon Crater），最

後到達熱帶氣候的紅海（Red Sea）。這裡有肥沃的山谷，如

亞雅崙谷（Ayalon）、胡拉谷（Hula）和耶斯列谷（Jezreel）。

有連綿起伏的猶大和撒瑪利亞丘陵以及卡梅爾山脈，而沿海

地區則擁有風景秀麗的沙崙（Sharon）和什費拉（Shephela）

平原，更不用說那些吸引人的地中海海灘了。 

 



 

今日的以色列還以驚人的農產品、尖端的滴灌和節水技術以

及研發新品種水果和蔬菜方面的專業知識而聞名。從精選的

溫室櫻桃番茄（聖女果）到美味的帝王椰棗（Medjool dates），

再到美味的雅法橙（Jaffa oranges），現代以色列農民的成功

真的堪稱傳奇。以色列還擁有世界上最營養的國內食品供應

鏈之一，排名甚至高於法國和美國。此外，以色列還全年出

口優質農產品，甚至所有的阿拉伯鄰國都必須進口以色列的

糧食來養活他們的人民，而這一切都發生在這片幾乎是沙漠

的土地上。 

 

 
空拍的馬薩達要塞。 

 
然而以色列的土地並不總是如此豐饒。事實上，在猶太人被

流放的幾世紀期間，這片土地是貧瘠荒蕪也不為其他民族出

產效力，正如聖經所描述的景況（利未記 26:20；申命記 

11:16-17；耶利米書 18:15-17 ）。 



 

同時流散的猶太人也不以擁有「綠拇指」（green thumb，註：

種植農作物的天賦）聞名。在大多數猶太人所散居的基督徒

和穆斯林的土地上，猶太人多半被禁止擁有土地，這意味著

他們基本上失去了耕作的能力。 

 
這使得今日來自以色列土地的豐收碩果更加令人震驚。即使

如此，神曾應許有一天祂會讓猶太人回到他們古老的祖國，

這片土地將再次為他們效力出產果實，沙漠也會「像玫瑰開

花」綻放。（以賽亞書 35:1；以西結書 34:25, 29, 36:8, 29-36；

撒迦利亞書 8:11-12）。 

 
一旦你意識到以色列地因預言所發生的轉化是多麼了不起

時，你的焦點就會開始轉到「應許之地」之「應許」的部分，

特別是應許這所有一切的神身上。祂才是我們應當專注的！ 

 

 
這土地之應許 

 
當今猶太民族的復國並回歸到神所應許給他們的土地上的

事實，的確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見證，但這足以證明我們所

事奉的神是無比地信實可靠，更是一位愛的神。每位基督徒

都應感到驚喜，因為神遵守了四千年前自己起誓向亞伯拉罕

承諾的應許。表明神是完全可信靠的，祂也必遵守藉由新約

在基督裡所賜給我們的每一個應許，而這也是希伯來書 6:13-



 

20的重點。因此，當我們在現今的時代見證以色列不斷地被

重建復興時，更應能建造我們的信心及對神的敬畏！ 

 
然而有些基督徒仍然質疑猶太人回歸以色列之地是否出於

神。他們說這只是歷史的巧合或非公正的「人為錫安主義」

的結果。其他人則爭辯猶太人因拒絕耶穌而喪失了他們對這

片土地的所有權，又或是說這地只在基督到來和教會誕生之

前才被需要。許多人堅持認為比起任何有形體的土地，我們

應該更關心救恩，還有些人將這片土地的應許完全屬靈化，

以至與地毫無瓜葛。 

 
但是想想看！如果我們愛一個人，難道我們不應該信守對他

們的承諾嗎？你可以告訴你的配偶或孩子你愛他們，倘若你

開始違背對他們的承諾，這些言詞就會讓人感到虛偽空洞。

這就是為何土地的應許在今日依然重要的原因。神對祂誓言

的信實正是祂愛的標誌！的確，神真實的屬性與祂能否守約

將以色列土地交付給亞伯拉罕後裔「永遠為業」（創世記 17:8）

的應許息息相關。 

 
現在我們確實可以從聖經裡應許之地的故事中學到與我們

生命有益且美好的屬靈功課，但在這之前，讓我們先試著更

全面地了解這地之應許的本質以及整本聖經是如何看待它

的。 

 
受託屬神的地土 

 



 

聖經清楚地記錄神如何將最初賜給亞伯拉罕之迦南地的應

許透過以撒和雅各賜給他肉身的後裔（創世記 13:15, 15:17-

21, 17:5-8, 28:13, 35:12；詩篇 105:8-12），然而亞伯拉罕和他

的後裔所承受的所有權的本質才是理解這應許背後永恆目

的之關鍵。 

 
過去作為一名執業的房地產律師，我習慣為我所代表的土地

所有者提供產權方面的意見。我對聖經中關於以色列神聖土

地的應許與今天的房產契約之間的相似之處感到驚訝。應許

之地的轉讓人（grantor）和受讓人（grantee）都是特定的，

有明確的轉讓和所有權擔保的字樣，而且對轉讓土地的「地

界」（metes-and-bounds）也有幾個一致性的描述（創世記 

15:18-21；民數記 34:2-12 ），但以色列繼承的土地所有權的

本質或類別究竟是什麼？ 

 
通常情況下，當某人將財產轉讓給另一個人時，他們會以「完

全的土地所有權」（fee simple absolute，）的形式交付土地

所有權，這意味著轉讓人將其在土地上所有的權利和請求權

轉讓給受讓人，而他則沒有保留任何權利。如果受讓人想在

該地產上蓋一個啤酒屋，前屋主對此也無能為力。 

 
但這並不是神授予亞伯拉罕和他的後裔土地所有權的方式。

祂並沒有有將這塊土地毫無保留地交託給他們，怎麼說呢？ 

 
在神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盟約中，神為救贖世人的目的選擇了

這土地和以色列民，使他們可以成為一個國家，以便在未來

的日子裡提供我們得救贖所需要的一切方法（創世記 12:1-



 

3 ；17:4-8；22:15-18；詩篇 105:8-11；使徒行傳 7:2-5；羅

馬書 9:4-5；加拉太書 3:7-8）。 

 

 
 
而在神與摩西的盟約中，神為以色列民有權享有這片土地設

定了律例。這些律例都歸納在利未記 26章和申命記 28章中。

其中規定以色列民留在給他們的土地上所需要達到的道德

要求，否則神起誓以流放他們作為管教。然而，失去土地保

有權並不意味著失去基本的土地所有權，因為神應許還會來

找到他們並把他們帶回那地（利未記 26:40-45），為什麼？

因為神已指著自己起誓向亞伯拉罕應許要將那地作為「永遠

的產業」賜給他的後裔（創世記 17:8）。 

 



 

如果神只將土地以「完全的土地所有權」的方式交給以色列

民，祂就沒有權利再加這些律例。這表示以色列實際上是以

信託的性質得到這片土地的所有權，即神保留了土地最終的

所有權。而神把迦南地委託給他們是為了推進神救贖世人的

計劃。以色列民確實擁有這所有權，且不受任何其他主張權

利人的影響，但這並不代表以色列人有絕對的所有權，以豁

免對神或對他人行當盡的義務。在這信託的關係中，以色列

既是受託人亦是受益人，因為這地是用來保護他們和長期供

應他們的，甚至我們外邦人也是這份信託關係的受益者，因

為救贖之恩最終也臨到了我們。 

 
我們在利未記 25 章看到了這份信託關係。耶和華規定每五

十年當遵守禧年的命令。神的主要命令之一是任何因債務而

失去的家庭或支派的土地必須歸還給原主人，而且土地的任

何部分都不可永久出售，「因為地是我的」（利未記 25:23）。 

 
這份托管也反映在這段耐人尋味的轉讓詞語中，神向雅各保

證：「我所賜給亞伯拉罕和以撒的地，我要賜給你與你的後

裔。」（創世記 35:12） 這裡主說祂已經賜這地「給」（gave

過去式）亞伯拉罕和以撒，祂要賜這地「給」（give現在式）

你（指雅各），以及祂將賜這地給（will give未來式）你（雅

各）的後裔，這三種時態都在同一節經文中。這說明神將持

續不斷地把土地委託給亞伯拉罕的後裔，並同時保留土地最

終的所有權。 

 
這份獨特的信託關係包括了以色列的土地和百姓，在不同的

預定時間裡，人們離開這地後又回歸，他們一直以來都在為



 

神救贖世人的計劃效力。以色列從未放棄這片土地的所有權。

神也從未背棄祂賜亞伯拉罕迦南地的應許。而這地的應許仍

在等待將來最終的實現。例如，我們在這句簡單卻有力的話

中所看到這一點：「我必使你們得安息。」 

 
進入我們的安息 

 
儘管一些基督徒有疑慮，但在新約許多出處都明確指出以色

列確實有將來回到應許之地的命定，並從希伯來書中可找到

「證明文本」。（註：證明文本 proof text是一段經文，作為

神學教義、信仰或原則的證據） 

 
希伯來書的作者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花了許多篇幅敦促我

們進入耶穌所提供的安息，將其比喻作以色列人在曠野未能

進入迦南地所應許的安息。 

 
這個安息的應許起源於上帝和祂的僕人摩西之間的一次動

人的對話，那是在第一次頒布十誡之後的日子，耶和華仍然

憤怒於以色列民拜金牛犢的罪，並告訴摩西祂將不會繼續與

他們一同前往迦南，以免在路上滅絕他們。但摩西替以色列

民求情，神心軟了並起誓：「我必親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

息。」（出埃及記 33:14） 

 
在這地得安息的應許分別重複在摩西五經之中，包括包括申

命記 3:20、12:9 和 25:19。 

 



 

現在有些人主張說約書亞帶領人民征服這片土地時，就已實

現了這安息的應許。他們引用約書亞記 21:44 的經文：「耶

和華照著向他們列祖起誓所應許的一切話，使他們四境平

安……」 

 
然而希伯來書的作者堅持認為，如果約書亞真的使百姓得著

神所要賜給他們的安息，大衛就沒有必要在詩篇 95:9-11 提

到將來安息的日子。 

 
綜合以上所述，這些經文清楚地表明，神希望以色列有一天

在應許給他們永遠為業的土地上進入恆久的安息。在這份安

息中，這民族不再需要為擁有土地而奮鬥，最終可以歇了他

們手中的工，即靠行律法稱義，而是如同神歇了祂一切創造

的工就安息了。 

 
希伯來書用簡單明瞭的話肯定了這點：「因為那進入安息的，

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他的工一樣。」（希伯來書

4:10；另見希伯來書 4:1） 

 
時至今日，以色列民在這土地上得享恆久安息的應許從未完

全地實現。 而我們現在正在見證一個重建恢復的過程，這個

過程最終將以以色列成為一個國並在他們祖先的家園進入

這安息而結束。他們最終將滿足神授予他們得享土地所有權

的律例，因為他們將擁有相同的贖罪祭，就是你我憑信心所

接受來自基督的救恩，一同進入我們在耶穌裡的安息。 

 



 

這也是摩西很久以前預言以色列的命定，他宣告耶和華有一

天會救贖祂的百姓和潔淨祂的地。（申命記 32:43） 

 
當那日來臨時，以色列不再需要靠自己的行為稱義。他們面

對敵人和流亡的恐懼也將結束，甚至整個世界都將在我們所

謂的千禧年或彌賽亞時代得以安息。 

 
神已慎重起誓將以色列地交付給猶太民族，讓他們得享永恆

的安息和平安。而你我將再次成為神與以色列地和百姓之間

這份獨特信託關係的受益者。 
 

 

以色列春季大片的杏仁樹園中綺麗盛開的杏仁花朵。 

 
我們自己的應許之地 

 



 

毫無疑問我們可以從關於應許之地的聖經真理中汲取許多

重要的功課來提升我們在靈裡的學習。我們都聽過這樣的信

息：每個人都有一塊神所賜的應許之地，但我們必須與巨人

作戰才能拿回本屬於我們的土地，這是一塊可供應我們的地，

如果我們得蒙神的悅納，我們也不再受到仇敵的擾亂。這是

讓人信服、有幫助且鼓舞人心的比喻，但讓我們縮小範圍來

思想，我們就能從這份比喻中理解神將這地託付給以色列是

為了祂神聖的目的。 

 
當神賜予我們屬於我們自己的應許地，好比一個事工、一棟

建築物或一份事業，都是因為神想在我們的生命並透過我們

的生命來完成祂神聖的旨意。但無論祂賜予我們什麼，都不

是真正屬於我們的。祂只是將我們所需要的東西託付給我們，

好讓我們追求神國的旨意。我們不能把它浪費在我們自己的

享樂上。我們對神和他人都有義務，而新約聖經常把這稱為

「做管家」。 

 
事實上耶穌在好幾個比喻中談到了神國的好的與壞的「管家」

（例如，見馬太福音 20:1-16；路加福音 12:42、16:1-8）。 

 
保羅也敦促信徒將他和其他使徒視為「基督的執事，為神奧

祕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哥林多前

書 4:1-2）在其他的書信裡，保羅說我們應該「作神百般恩賜

的好管家」（彼得前書 4:10；另見歌羅西書 1:25）。保羅說

他是「受託傳福音」的（帖撒羅尼迦前書 2:4）。 

 



 

神將我們需要的一切託付給我們，以實現祂在我們生命中的

永恆旨意。 但最終這一切都屬於祂，我們只是神的恩典與供

應的「受託人」和「管家」。我們沒有絕對的所有權，也不

為自己保有任何東西，我們只是這世上寄居的客旅。然而神

按照祂榮耀的豐富供應我們所需用的一切（腓立比書 4:19）。

這是神在過去、現在和將來持續供應的應許，隨著一切被贖

的（包括以色列）按著應許，進入神榮耀掌權之下的安息，

就實現了神的救贖計劃。 

 
同時我們應該仍對神的信實感到驚嘆及備受鼓舞，祂將以色

列土地的豐碩成果釋放給從地的四方重新聚集而來的猶太

人民。這應該有助於我們對神的信心，以及提升我們對神會

履行我們在基督耶穌裡每個美好應許的信心！ 

 
新聞來源：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 

文章日期：2022/08/29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創世記 17:8 

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的後

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 

 
 
 



 

申命記 25:19 

所以耶和華─你神使你不被四圍一切的仇敵擾亂，在耶和華

─你神賜你為業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時，你要將亞瑪力的名

號從天下塗抹了，不可忘記。 

 
以賽亞書 35:1 

曠野和乾旱之地必然歡喜；沙漠也必快樂；又像玫瑰開花。 

 
禱告 

親愛的天父，祢的信實何其廣大，祢是守約的神不背棄自己

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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