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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J 的全球分部網絡包括九十多個分部主任和代表。這些國

際分部積極參與組織會議和其他活動，以提高對以色列的關

注和認識、打擊反猶主義以及為 ICEJ 的慈惠事工和阿利亞

（Aliyah）專案籌集資金，還有連結當地教會與以色列等等。

以下是最近來自各國分部的一些近況焦點： 

 

 
 
ICEJ荷蘭分部舉辦特會敦促基督徒在全球危機中支援阿利亞 

 
九月初 ICEJ總裁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訪問了

荷蘭，在荷蘭 ICEJ分部主任雅各和海妮．基格拉（Jacob and 

Henni Keegstra）所主辦以色列議題年度特會上擔任了主要講

員。猶根和雅各都談到以色列、世人和教會在十字路口所面

臨的抉擇，以及世人和教會在面對許多危機的警醒時刻來信

靠神的重要性。同時上台演講的還有杰和梅里迪兒．羅林斯

（Jay and Meridel Rawlings），他們是 1980年代初基督徒大

使館（ICEJ）的創始人之一。羅林斯夫婦在「阿利亞（Aliyah）

的十字路口」的部分發表了強有力的演講，透過他們製作的



 

紀錄片《黃金蘋果》（Apples of Gold）介紹他們建立基督徒

對阿利亞的理解和支援的開拓工作。參加現場和線上特會的

荷蘭基督徒熱烈迴應並積極為 ICEJ的慈惠事工和阿利亞專案

捐款，包括提供六十份歡迎配套禮物給以色列的新移民。 

 
ICEJ在第二屆中美洲—以色列論壇 

 
ICEJ 西班牙語的協調工作員克勞迪婭．菲耶羅（Claudia Fierro）

出席今年九月 6 日至 8 日在巴拿馬城（Panama City）舉行的

第二屆中美洲和以色列論壇。在打擊反猶主義運動（CAM-

Movement to Combat Anitsemitism）的組織之下，論壇聚集了

來自十四個中美洲國家的立法委員、基督教福音派和猶太教

領袖，討論有效打擊該地區反猶主義的倡議和國家政策。本

次特邀講員包括在蘇聯被拒絕回歸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和

以色列前副總理納坦．夏蘭斯基（Natan Sharansky）。（註：

俄語 Refusenik，意為『被拒絕』，這詞源於蘇聯當局對潛在

移民的拒絕，非官方術語。） 



 

 
 
第二屆論壇在指標性的拉丁美洲議會半圓形的場地

（Hemicycle of the Parlatino）舉行，以專題討論的方式探討

五個重點主題：「團結一致對抗憎恨和不容忍」、「在共同

價值觀的基礎上強化與猶太民族的聯繫」、「確保城市安全

措施及成為包容性城市的最佳做法」、「促進對話、理解和

社群意識」以及「逆境中實現卓越。」 

 
ICEJ 巴拿馬分部非常積極地參加這次活動。透過巴拿馬的分

部副主任耶尼．莫雷諾（Yeni Moreno）牧師召集一些來自巴

拿馬福音聯盟的與會者，以及警察局院牧（西語 Poli 

Capellanes是一個全國性院牧機構，分別在學校、醫院、監獄

和危機應對中心服事）。 

 



 

耶尼．莫雷諾說：「巴拿馬的基督徒參加這樣的活動很重要，

以重申我們對神子民的友誼與愛的聯繫。」他補充說：「透

過聆聽這次特會每位講員的信息，震撼了數百名參加本次論

壇的福音派基督教領袖們的心。」 

 

 

 

ICEJ 芬蘭分部主辦年度「出埃及日」特會 

 
八月份，ICEJ 芬蘭分部主辦了一年一度的「出埃及日」特會，

該特會的重點在於關注我們當前的阿利亞事工。該活動在離

俄羅斯邊境不遠的拉彭蘭塔鎮（Lappeenranta）舉行。特邀講

員是 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

和音樂嘉賓約拿單．帕森斯（Jonathan Parsons），他們兩位

皆來自於我們的耶路撒冷總部。 

 
其他講員包括芬蘭分部主任賈妮．薩洛坎加斯（ Jani 

Salokangas）、董事會主席約翰．雷姆斯（John Remes）和諮

詢委員會成員弗雷德里克．艾克霍姆（Fredrik Ekholm），而



 

猶太人事務局的一名代表也在現場介紹阿利亞的最新進展。

儘管俄羅斯最近攔阻阿利亞的回歸工作，但 ICEJ 仍在繼續幫

助猶太人從前蘇聯國家移民到以色列。芬蘭的現場和線上特

會的會眾都非常慷慨地支援 ICEJ正在進行的阿利亞事工和在

以色列的其他社會援助工作。 

 

 
 
捷克（Czech）和斯洛伐克（Slovak）分部向奧斯威辛（Auschwitz）

集中營逃犯致敬 

 
近日，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國的 ICEJ 分部舉辦年度遊行，

以紀念逃離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的兩名斯洛伐克猶

太人，並向世界訴說納粹死亡集中營發生的暴行。四十人參

加了從波蘭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到斯洛伐克的日利納（Žilina）

的 130 公里步行活動，這條路線沿著阿爾弗雷德．韋茨勒

（Alfred Wetzler）和魯道夫．弗爾巴（Rudof Vrba）當時所走



 

的路線。這兩名猶太人在 1944 年 4 月成功逃脫納粹營區，

並就納粹黨在那裡犯下的恐怖行為寫了一份長達三十二頁

的詳細報告。這個遊行群體包括斯洛伐克議會的一名議員在

內，此議員的遊行目的是提高社會關注並持續打擊反猶主義

的必要。 

 

 
 
ICEJ 巴西分部在萬人祈禱大會上接待了波索納洛（Bolsonaro）

總統 

 
近日 ICEJ 巴西分部主任使徒雷內．特拉．諾瓦（Renê Terra 

Nova）在他位於馬瑙斯港（Manaus）的母會，及在亞馬遜河

口的同一個城中所舉辦的爲以色列祈禱的萬人大會上接待

了巴西總統雅伊爾．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這個祈禱大

會在桑巴德羅姆市（Sambadrome）的棒球場舉行，再次吸引

了多達二十萬名熱愛和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作為一名福音



 

派的基督徒，波索納洛總統目前正在競選連任，並表示支持

將巴西駐以色列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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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主，感謝祢多年來使用忠心擺上的 ICEJ。求神持續將

這顆熱愛以色列和猶太民族的心放在眾教會之中，並祝福在

列國的 ICEJ分部因著影響全球的基督徒祝福以色列，也爲榮

耀君王預備回來的道路。  



 

ICEJ贊助俄語青少年阿利亞夏令營 

 
俄羅斯和烏克蘭最近重大局勢的發展導致生活在當地的猶

太社群越來越渴望回歸以色列定居。包括近親在內，估計仍

有九十萬人有資格從前蘇聯共和國（former Soviet republics）

移民到以色列。對於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而言，

能幫助他們踏上返回以色列的旅程是份殊榮，特別是為他們

的孩子和年輕人準備好面臨這重要的一步。在這方面，近幾

個月 ICEJ已幫助大約一千名猶太青少年參加阿利亞的夏令營。 

 
來自北方的阿利亞 

 
大約 2700年前，先知以賽亞預言猶太人將從地的四方歸回，

明確表示他們將從「北方」歸來（以賽亞書 43:6）。在 1990

年代初期，這些預言奇蹟般地開始一一得到應驗。當鐵幕

（Iron Curtain）倒塌時，超過一百萬的蘇聯猶太人登上了前



 

往以色列的飛機和船隻，即使是共產主義長達數十年的「反

宗教」掌控也無法攔阻猶太人回應神的呼召。 

 
「就像一陣風吹向我們（意指鐵幕倒塌後，他們終於可以如

風一樣自由地選擇離開蘇聯），我們就是知道我們必須來。」

一位俄羅斯新移民當時分享道。 

 
自 2008年以來，來自前蘇聯的阿利亞人數一直在穩定增長，

然而沒人能預料到近幾個月所發生的戰事。 

 
「烏克蘭戰爭引發了真正的回歸浪潮，僅在二月底到七月底

之間，就有大約三萬三千名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猶太人抵

達以色列。」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丹妮爾．摩兒（Danielle Mor）

解釋道。 

 
這超過去年回歸的總人數有三倍之多，並且看來這人潮不會

很快退去。即使有報導稱俄羅斯政府希望遏制猶太人事務局

在俄羅斯的工作，然而這只會增加申請移民到以色列的猶太

人的數量。 

 



 

 
 
為未來做好準備 

即使在和平時期，阿利亞也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尤其對孩童

而言更是如此，他們回歸後突然發現自己必須在一個語言和

文化都不熟悉的新環境之下找到生活的方式。此時 ICEJ針對

兒童和青少年的計劃就能夠介入並開始提供他們所需的協

助。 

 
青年阿利亞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當時支持錫安主義的人

盡可能地救援在納粹德國日益嚴重威脅之下的猶太孩童，並

帶他們回到以色列地（Eretz Yisrael）。 

 
今日的阿利亞青年計劃是為猶太孩童在以色列的生活做準

備。阿利亞營會發揮著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前蘇聯地區。孩

子們在營會中結交新朋友和了解他們祖先的傳統，又或許這

是他們第一次暸解到以色列國作為猶太人家園和避風港的



 

重要性，這點尤為重要，因為許多家庭已失去了與猶太信仰

的聯繫。 

 
年輕的開拓者 

 
一些年輕人決定自己比家人先移民到以色列。在猶太人事務

局計劃的支持下，他們在以色列完成高中學業或開始上大學。

他們的父母和手足則會晚些來到以色列，此時的阿利亞青年

早已安頓下來，便可積極幫助支持家人適應以色列的生活。 

 
今年夏天 ICEJ贊助了十個夏令營，橫跨了八個時區，從白俄

羅斯（Belarus）和波羅的海國家（the Baltic countries）一路

經過烏拉爾山脈（Ural Mountain）到西伯利亞（Siberia）和俄

羅斯的遠東地區。感謝全球基督徒的幫助，讓我們能夠為大

約一千名猶太青少年（其中一些來自偏遠地區）支付參加阿

利亞夏令營以及其他由 ICEJ所贊助的活動交通費用。 

 



 

烏克蘭孩童的休閒娛樂活動 

 
七月底，ICEJ在立陶宛（Lithuania）為一百名逃離烏克蘭的猶

太孩童舉辦了一場特別的夏令營。很難想像他們在過去幾個

月裡經歷些什麼。某天早上當他們醒來時，戰火已紛飛！他

們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家，與親友分離，而且大多數的孩童已

有好幾個月沒見到他們的父親（18 至 60歲的男性仍不被允

許離開烏克蘭）。現在的他們一直生活在對未來的茫然和環

境中，然而來到這被美麗的大自然環繞的夏令營和在清新空

氣中展開豐富多彩的活動中，引發他們思考其他的事物，並

創造難忘的回憶。 

 
「我們度過一段美好愉快的時光。」納西亞（Nastia）熱情地

說。「這個營會很棒，我結交了新朋友，希望很快能再見到

他們！」 

 



 

一個特別的亮點是無憂無慮地慶祝安息日 

 
「你們營造一種歡樂、重建恢復與和睦的氛圍。這真的對我

們的孩子相當有益處。」以娜（Inna）很歡喜並「對此感激不

盡！」 

 
艾力克謝（Alexei）回覆說他的孩子從夏令營回來後雀躍不

已……非常感謝你們為孩子們所做的一切！ 

 
將以色列的後裔帶回家 

 
我們希望並祈禱這些孩子有一天會決定讓以色列¬（這片屬

於他們祖先的土地）成為他們的新家園，我們非常願意在這

方面支持他們。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

他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以

賽亞書 49:22） 

 
請幫助我們能夠讓這些猶太孩童回歸以色列！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https://p.ecpay.com.tw/8DA7B 
 
新聞來源：ICEJ以斯帖．海因茨曼（Ester Heinzmann） 

文章日期：2022/09/05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9: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

他們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 

 
馬可福音 10:15-16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 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

能進去。」於是抱著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的眼目眷顧以色列的後裔。我們為這些猶

太人兒童和青少年禱告盼在他們年幼之時便能認識祢，知道

祢是他們生命的主宰，引導他們回歸以色列。感謝祢使用 ICEJ

和參與在這些計劃中的基督徒和工作人員，藉著基督徒們的

付出使俄語青少年有機會體會祢的大愛。懇求祢繼續保守和

祝福這些即將來到以色列的猶太孩童們和家人，使他們順利

接軌當地的生活。 

  



 

猶太新年的意義 

 
今天我們要來認識這被稱為「Rosh Hashanah」或「猶太新年」

的猶太節日，它出現在聖經的什麼地方？這節日有什麼屬靈

意義？以及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可以從猶太新年學到什麼？ 

 
首先，「猶太新年」（Rosh HaShana）是所有月朔（Rosh Chodesh）

中的一個特殊例子（「月朔」指的是農曆月每一個月份的開

始）。在創世記一章 14節，神說：「神說：天上要有光體，

可以分晝夜，作記號（Otot），定節令（Moadim）、日子、

年歲。」月亮就是提到的其中一個光體，事實上最重要的猶

太節日是根據月亮來決定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它們為

「流動的節期」，因為根據我們的陽曆，這些節日每年都落

在不同的日期。 

 



 

 
 
月亮不僅是一個「標誌」（Ot），也是一個「Moed」。「Moed」

是一個希伯來詞，對這詞最好的翻譯為「指定的時間」，代

表著神親自決定與人類約會的時刻，這是多麼美好又帶有能

力的會面？當我們想到神將以色列百姓帶出埃及、在西奈山

（Mount Sinai）上將十誡授予摩西（Moses）至耶穌死在十字

架上，這所有具影響力的事件都發生在神指定的日子裡。 

 
月朔在現今的意義主要是在每一個月新月出現時，來確定當

月的第一天（月初日），因為不知道月朔的話，我們就無法

確定滿月的日期，而滿月又標誌著逾越節（Passover）和住棚

節（Succot）的開始。 

 
每個月的月朔都是親近神、吹號角和歡喜快樂的時刻。民數

記十章 10 節提到「這都要在你們的神面前作為『紀念』

（Zikaron）」。這代表要記住過去所發生的事，以便今天能

從過去的經驗來吸取教訓。在猶太新年特別凸顯「紀念」這

個主題，也是聖經中的號角日，或者更準確的說法是「吹號

角的日子」（Yom Teruah）。（註：而每年特別在以色列獨



 

立記念日的前一天有『陣亡將士紀念日』（Yom ha Zikaron），

是紀念爲國捐軀的人） 

 
吹角日是個讓人有著許多不同感受的慶祝節日，一邊享受節

日的歡樂、吃喝美食與吹著號角，但號角的吹奏又為歡慶增

添了莊重的態度。神被銘記為審判者，生命冊被打開。猶太

新年時，希伯來曆的提斯利月（Tishri）代表十個「敬畏日」

（Yamim Noraim）的開始，直至「贖罪日」（Yom Kippur）。

在贖罪日時，我們讚美神是宇宙萬物的造物主，也同時尋求

祂的赦免並從過去吸取教訓，這時我們會呼求神的憐憫。接

著在提斯利月 15 日滿月時，迎來的是猶太節期中最歡樂的

的節日「住棚節」（Sukkot,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為什麼這個月充滿著屬靈上與神會面的重要時間（Moadim）？

以及這個月是否代表一年的開始？當提斯利月的月朔被認

為是一年的開始和猶太新年時，但提斯利月又被稱為第七個

月，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這一點呢？ 

 
要理解這個概念，首先我們要暸解提斯利月代表一年的開始，

以及我們必須開始想像古代以色列的農業週期。每個節日都

有其屬靈含義和農作意義，舉例來說：「逾越節」（Passover）

表示透過羔羊的血，以色列人從埃及的奴隸制度中被解放並

得著自由，同時也代表大麥初熟的果實；「五旬節」（Shavuot）

紀念著神賜下妥拉（Torah）和第一次的農作豐收；「住棚節」

則是要猶太人記得過去他們如何在沙漠中徘徊，同時也慶祝

最後的收成，收割在漫長夏天裡生長與成熟的農作物。 

 



 

根據這個農曆，聖經中對一年的開始的算法確實從提斯利月

開始，因為這是冬天雨季即將開始的月份。這時期決定了整

個地區在當年接下來的命運，如果初期不下雨，國家就會面

臨乾旱。在古代，當各國爭取有限的資源時就會爆發戰爭，

不僅在古代，即使身處現今的科技時代，乾旱也是我們會面

臨的一種氣候現象，我們並沒有辦法掌控氣候的變化。 

 
這一切都強調著我們對神和對祂主權的完全依賴。我們無法

控制未來，但神可以，因此呼籲人們悔改和全心全意歸向神

並對齊神的旨意。 

 
這正是在提斯利月和秋季節期要傳達的重要信息。聖經在新

的農業年開始前定下一個特殊的月份作為「指定的時間」，

為了重申我們的對神的信靠，即相信神是掌控未來季節的唯

一力量。我們不仰賴大自然也不崇拜地球母親，更不讓所感

受的氣候變化來控制我們，因為我們堅定相信能決定雨季何

時臨到的神。 

 
現代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我們對初冬降雨的依賴，但如

您所知，「水」依然是以色列十分關注的議題。加利利海

（Kinneret）的水位高度是以色列雨季狀態的象徵性指標，這

經常被媒體當作重要新聞來報導，也是以色列特別留意的議

題。 

 
因此當您在提斯利月開始為即將到來的雨季禱告時，您會敏

銳意識到您需要依賴神。神以審判者之姿出現的概念，為整

個月份定下基調，這也是猶太曆中最令人感到緊張的月份，



 

因為它關乎著生命與死亡。對神的依賴和信任貫穿這段假期

期間。住棚節的主題是紀念神如何在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保護

他們，在住棚節期間，以色列人被命令離開他們舒適的房屋

並暴露在外面，讓以色列相信從神來的幫助，而不是訴諸於

人為的保護。我們不能依賴我們的房地產、金錢、技能甚至

是健康，我們應當完全倚靠神。 

 
吹響號角 

 
現在讓我們來認識猶太新年（Rosh HaShana，吹角節）這個

節日，看看我們可以從聖經中學到什麼。首先，令人驚訝的

是聖經並沒有稱此為新年，而只是稱這日為第七個月的第一

天，在這天唯一的誡命就是停止工作並吹響號角。 

 

 
 
民數記二十九章 1 至 2 節有明確的說道：「七月初一日，你

們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是你們當守為吹角的



 

日子（Yom Teruah）。你們要將公牛犢一隻，公綿羊一隻，

沒有殘疾、一歲的公羊羔七隻，作為馨香的燔祭獻給耶和華。」 

 
另一段經文在利未記二十三章 23 至 25節提到「耶和華對摩

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你們要守為聖安息

日，要吹角（Zichron Teruah）作紀念，當有聖會。什麼勞碌

的工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由此可知，這日最主要的命令是吹「號」（trumpet）或稱「號

角」（Shofar）。「Teruah」這詞代表吹號所發出的聲音。每

個新月都能聽見吹響號角的聲音，因為每個月都有當紀念的

事，但是到了第七個月時，一切都將更加強烈。吹號角的的

聲音有著喚醒的功用。 

 
中世紀的猶太學者邁蒙尼德（Maimonides，又稱「蘭巴姆」

Rambam）在他的「懺悔法」（Laws of Repentance）3:4中寫

道：「雖然在猶太新年吹號角是一種『沒有附帶理由的法律』

（Chok），但也有『暗示的意義』（Remez）在其中，彷彿在

說『起來，沉睡的人，從你的沉睡中醒來，那些從睡眠中醒

來的人，查驗你的行為並真誠回轉歸向神，並記住祂是你的

創造者。』」 

 
我們可以在新約中找到一個有趣的相似之處。保羅在寫給以

弗所教會（Ephesians）的信中使用了相似的勸勉：「你這睡

著的人當醒過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讓我

們來閱讀這段經文： 

 



 

「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裡面是光明的，行事為人

就當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

誠實。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要

與人同行，倒要責備行這事的人；因為他們暗中所行的，就

是提起來也是可恥的。凡事受了責備，就被光顯明出來，因

為一切能顯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說：『你這睡著的人當醒過

來，從死裡復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以弗所書 5:8-

14） 

 
在這段經文您可以看見「悔改」，而這裡的號角聲訴說著：

「從你的沉睡中醒來，離開黑暗，走在光明中。」 

 
在這個季節裡，光的確是一個重要主題。根據猶太傳統，在

猶太新年時，新的光將進入世界。在這一天我們可以評估我

們是誰、我們要去哪裡，以及我們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按照神

的旨意生活。 

 
在經文中，我們經常在敬拜的經節裡看見更深層的含義： 

 
「知道向你歡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華啊，他們在你臉

上的光裡行走。」（詩篇 89:15） 

 
在希伯來語中，這句話實際上是在說「知道號角聲的人有福

了。」換句話說，聽從悔改的呼召是有福的，這些順服的人

是行在神面前的人，而這也正是約翰在約翰一書一章 5 至 7

節所說的： 

 



 

「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這是我們從主所聽見、又報給

你們的信息。我們若說是與神相交，卻仍在黑暗裡行，就是

說謊話，不行真理了。我們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

就彼此相交，他兒子耶穌的血也洗淨我們一切的罪。」（約

翰一書 1:5-7） 

 
吹角聲（Teruah）的聲音是一個警示聲，要我們離開黑暗，

行走在神的光中。過去我們曾身處黑暗中，但現在我們是光

明的，應該像光明之子一樣行走在光中。利用在猶太新年的

機會，求神向我們顯明我們生活中是否還有哪些部分仍在黑

暗中，而我們需要悔改。悔改在希伯來文中是「Teshuva」，

字面意思是「回轉和回來」。代表改變您的方向並轉身。 

 
拉比們還說，許多有關吹號角的法律源自禧年（Jubilee Year）

的法律。基於利未記二十五章 8 至 9節的經文： 

 
「你要計算七個安息年，就是七七年。這便為你成了七個安

息年，共是四十九年。當年七月初十日，你要大發角聲；這

日就是贖罪日，要在遍地發出角聲。」（利未記 25:8-9） 

 
到第五十年時，所有土地都將歸還給最初繼承它的家族且奴

隸們皆獲得自由，因此我們知道號角的聲響與禧年的角聲有

關，代表著「自由」。 

 
至於悔改、禧年和重獲自由間有什麼關聯呢？當我們悔改時，

罪的權勢就會被打破，而我們就會進入真正的自由。 

 



 

耶穌在約翰福音八章 32節說：「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

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 

 
這是個猶太人十分明白的概念。我們可以看見猶太人在他們

的歷史中為了自由而奮鬥。神將他們從埃及的奴隸制度中解

放出來，並將他們帶到西奈山，在那裡神賜給猶太百姓祂的

話語，這話語具有釋放的能力。最終這些話語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耶穌做到那些我們靠自己的力量永遠做不到

的事。現在我們可以經歷祂那份使我們得著自由的力量。「天

父的兒子若叫你們自由，你們就真自由了。」（約翰福音 8:36）。 

 
耶穌在拿撒勒的會堂開始傳福音時也提到了禧年，耶穌引述

先知以賽亞（Isaiah）所說的話： 

 
「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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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那受壓

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於是把書捲起來，交還

執事，就坐下。會堂裡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穌對他們說：今

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加福音 4:18-21） 

 
所以當您聽到號角聲時，請記住它正呼喚您在耶穌裡獲得自

由。 

 
預言的觀點 

 
號角聲也與神的審判有關，因為它將在末世顯明，也與以色

列的復國和回歸有關。 



 

撒迦利亞書九章 9節：「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

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

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

子。」與第十四節：「耶和華必顯現在他們以上；他的箭必

射出像閃電。主耶和華必吹角，乘南方的旋風而行。」 

 
這裡將吹號角與以色列的拯救、流亡者的聚集以及他們君王

的來臨聯繫起來。 

 

 
 
以賽亞書二十七章第 12 至 13節提到：「以色列人哪，到那

日，耶和華必從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將你們一一地收集，

如同人打樹拾果一樣。當那日，必大發角聲，在亞述地將要

滅亡的，並在埃及地被趕散的，都要來，他們就在耶路撒冷

聖山上敬拜耶和華。」 

 



 

這段經文與我們從以賽亞書第十九章所知道的異象十分相

似。這個啟示在第 23 至 25節達到最高點：「當那日，必有

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埃及人也進入

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那日，以色列

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

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

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在以賽亞書第二十七章中，我們得到一個確認：「他們將從

亞述和埃及而來，並在耶路撒冷敬拜主。」（有趣的是有些

翻譯將來自亞述和埃及的人解釋為在那裡被逐出的猶太人，

然而我們也可以將他們理解為那些正被迫害或被社會趕逐

出去的民族。）這兩個地區再次被特別提到並應許會在審判

中得救，而這些將發生在以色列人重聚在應許之地的時候。

以色列的復國、神對列國的審判以及君王的降臨是相互交織

的，並且我們會聽見號角吹響的聲音。 

 
號角聲在新約中迴響：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

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

這活著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

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

彼此勸慰。」（帖撒羅尼迦前書 4:16-18）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成了我主

和主基督的國；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啟示錄 11:15） 



 

當我們在這些天吹號角時，讓我們有意識並知道我們為什麼

這樣做，為的是預表將會到來的美好事。 

 
在我們領受救恩後歡欣快樂的時刻 

 
最後我想提及猶太新年的另一個方面。到目前為止所說到在

紀念這偉大的日子和思想審判時，似乎會感受到一股十分嚴

肅的氛圍，但事實上，猶太人的慶祝活動是相當快樂的，為

什麼？因為這是他們對信仰的表達方式。 

 
塔木德在「猶太新年訓言」（Tractate Rosh HaShana）中評論

道，一般情況下，如果你被傳喚出庭，你會感到很沮喪，因

為你不知道審判結果為何；然而以色列人卻不同，我們（以

色列人）穿潔白的衣裳並快樂的吃喝著是因為我們知道神會

行神蹟。一方面我們認為被神審判是可怕的，但另一方面，

我們知道神的仁慈憐憫，因此即使面臨審判，以色列人依然

可以歡喜快樂。 

 
這讓我們想起耶穌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28節所說的話：「一

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 

 
當審判的日子臨到，我們是有確據的。耶穌在約翰福音五章

22 至 24節說：「父不審判什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

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樣。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

子來的父。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又信差我來

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所以，讓我們懷著信心和喜樂迎接吹號的日子，因為這是我

們信靠時的記號。聖經也有先例，在尼希米時代，人們聚集

在猶太新年，聆聽神的話語。聽聽當以色列人聽到悔改的呼

喚時，他們以及尼希米如何回應，尼希米記八章 1 至 3節和

9 至 10節記載： 

 
「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裡。那時，他們如同一

人聚集在水門前的寬闊處，請文士以斯拉將耶和華藉摩西傳

給以色列人的律法書帶來。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將律法

書帶到聽了能明白的男女會眾面前。在水門前的寬闊處，從

清早到晌午，在眾男女、一切聽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讀這律法

書。眾民側耳而聽。」（尼希米記 8:1-3） 

 
「省長尼希米和作祭司的文士以斯拉，並教訓百姓的利未人，

對眾民說：今日是耶和華─你們神的聖日，不要悲哀哭泣。

這是因為眾民聽見律法書上的話都哭了；又對他們說：你們

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預備的就分給他，因為今日

是我們主的聖日。你們不要憂愁，因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

你們的力量。」（尼希米記 8:9-10） 

 
我相信您以前聽過這句話：「主的喜樂是你的力量。」為什

麼？因為力量來自於悔改，所以明白號角聲的人有福了！讓

我們行在光明中，擁抱耶穌為我們贖回的自由，並充滿信心

和喜樂住在祂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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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利未記 23:23-25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七月初一，你們要

守為聖安息日，要吹角作紀念，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

都不可做；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 

 
詩篇 89:15 

知道向你歡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華啊，他們在你臉上

的光裡行走。 

 
禱告 

爲猶太新年感謝主所賜每一年新的循環，懇求神讓以色列人

民在祢指定的神聖時間裡，再次省察自己、悔改並轉向於祢，

讓以色列在新的一年能聽見喚醒他們的號角聲，承認耶穌就

是彌賽亞，願神賜福於以色列和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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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