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的異象 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賽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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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遭受有史以來最嚴重
冬季風雨與閃電襲擊
以色列北部部分地區下起逾100英寸的豪雨與暴雪

一般認為這次風暴最嚴重的時段已結束

2018年1月5日在以色列遭逢強風豪雨之際，民眾在耶路撒冷舊城大衛塔附近的雅法門撐起傘保護自己不被雨淋濕。

(Yonatan Sindel/Flash90)



以下新聞出處：The Times Of Israel 2018/01/05

以色列於本週五遭逢有史以來最嚴重冬季風暴襲擊，以色列北部部分地區下起逾

100公釐的雨量，在南部沙漠地帶則一整天都不停發生閃電與暴洪。

大雨造成以色列民眾被洪水圍困，主要道路封閉，也造成數十根樹木因此斷裂，

並造成若干損害。沿著死海興建的90號公路因沙漠溪流造成淹水後被封閉，而在

南部靠近澤艾利姆(Tze’elim)的234號公路路段也因淹水而封閉。

北部城市采法特(Safed)遭逢最大雨量，累積雨量達到110公釐。北部其他若干城

市累積雨量也達到約100公釐，而在戈蘭高地黑門山地區滑雪勝地則下了很多雪，

但目前雪量仍未到達可以開放遊客滑雪的程度。

加利利海則因為北部下大雨之故，湖面升高了3公分之多。

至於國內其他地區，耶路撒冷有40公釐的降雨量，特拉維夫則有38公釐。這次風

暴還帶來了雷擊，按照哈達索特(Hadashot)新聞頻道報導，根據以色列電力公司

(Israel Electric Corporation)記錄，光是前一天就有高達2,500次閃電發生，超出

每月平均次數有300次之多。

2018年1月5日以色列遭受大風雨襲擊，海岸城市內坦雅濱海區(coastal city of Netanya)的浪花四濺。

(Credit: AFP PHOTO / JACK GUEZ)



搜救服務人員表示，他們已儲備並且動用所有必要裝備，包括額外電動抽水機、

橡皮救生艇與發電機。所有消防分隊都日夜輪班，所屬國家救火與救災服務中

心的專門樂哈伐(Lehava) 註 救災車輛隨時待命。

以色列國防軍警告不畏風強雨驟計畫前赴該國北部地區與戈蘭高地健行者，選

擇有指示標記的山徑，並且避開佈雷區。大雨有時可能造成洪水與土石流，地

雷會被從鐵絲網圍起來，有黃色與紅色警告標誌的地雷區給往外帶。

註：Lehava（希伯來語： LeMeniatלמניעתהתבוללתבארץהקודש Hitbolelut B'eretz

HaKodesh;“預防在聖地同化”）是一個猶太人極右派組織，嚴格反對猶太人的同化，

反對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間的私人關係。它反對基督徒在以色列的存在。它有一個反

種族歧視的重點，譴責猶太婦女和非猶太人之間的婚姻。在救災上，也有專屬於他們

的救災防禦系統。更多詳細內容請參閱維基百科與相關報導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srael/11786802/

Burning-of-Christian-churches-in-Israel-justified-far-Right-Jewish-leader-

says.html

2018年1月5日在以色列遭逢風暴之際，強風吹倒路樹。一名男子剛好在耶路撒冷市區騎腳踏車，途經一棵被風吹倒

砸在車上的樹。

(Credit: (Ynatan Sindel/Flash90)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middleeast/israel/11786802/Burning-of-Christian-churches-in-Israel-justified-far-Right-Jewish-leader-says.html


數以千計以色列民眾參加由農業

部長發起的在西牆祈雨禱告行列
農業部長阿里．阿里爾(Uri Ariel אריאלאורי ) 呼籲加入

禱告行列—猶太假期的部分活動內容—在「嚴重旱災」

中祈求降下豐沛雨量

2017年12月28日許多猶太百姓，包括正統派猶太教徒在耶路撒冷老城西牆，一起參加特別禱告求雨聚會。

(Credit: RONEN ZVULUN/REUTERS)

以下新聞出處：Harretz / 2017/12/28

2/28週四晚間總共有2,500多人參加在西牆廣場舉辦的特別聚會-為降雨禱告，此

舉乃是紀念提別月第十天禁食日(the 10th of Tevet fast)的慶祝活動之一。農業部

長阿里．阿里爾(Uri Ariel אריאלאורי )與以色列大拉比–伊扎克．尤瑟夫 (Yitzhak

Yosef) 與大衛．勞伊(David Lau)–也參與在稍早預測以色列將面臨旱災之後所招

聚的禱告聚會。

阿里爾(Ariel)於上週在其臉書上對農夫及一般民眾發出正式邀請，舉辦「大眾祈

雨禱告聚會」。該邀請函印有農業部官方用印，上頭也有集體農場(Moshavim)與

虔誠派奇布茲集體社區運動(Religious Kibbutz movements)的簽署。



「由於連年嚴重乾旱，大拉比呼籲民眾要禱告求雨，」大拉比在對民眾的聲明

中作出以上表示。幾週前，農業部長阿里．阿里爾(Uri Ariel אריאלאורי )向猶太

律法(halakhic)註 提出要求，請其正式裁定今年為乾旱年，以舉行特別的祈雨

禱告聚會。

眾拉比一致同意，他們唯恐旱災會發生，並且裁定在週四提別月第十天禁食日

活動加入特別的祈雨禱告。拉比們敦促民眾參加在西牆（哭牆）舉辦的禱告活

動，並且表示「我們敦促全國所有會堂在今天發動禱告，祈求神赦免罪惡並降

下甘霖。」

註：Halakhic ה ֲהָלכָ
在猶太法律和傳統的整個組成部分包括聖經的法律。而halakhic這是在塔木德法律部

分轉述並記錄的口頭法律，以及隨後的法典修改或修改傳統的律例，以符合當代條件。

詳情請參閱JPS TANAKH BOOK.

申命記11:13-15

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奉他，他（原

文是我）必按時降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油，也必使你

吃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

約珥書2:23

錫安的民哪，你們要快樂，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歡喜；因他賜給你們合宜的秋雨，為你

們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樣。

親愛的天父：

祢是偉大的創造主，祢是全能神，萬有都在祢的手中，主掌權。主是平靜狂風大浪的神，

我們禱告不再有暴風雷雨影響百姓及環境的安全。我們禱告有足夠且豐沛的雨水滋潤以

色列這塊土地。主我們禱告，我們的屬靈長兄他們留意聽從主的話語遵守主的誡命、愛

主、盡心盡性事奉主，主就必按著所應許的按時降秋雨春雨再這塊土地上祝福他們。我

們禱告猶太長兄的心也被祢的話語及愛滋潤，使石心變肉心，心裡柔軟謙卑，認識耶穌

就是彌賽亞，得著救恩。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親愛的禱告同伴們，

無論是對以色列，或是ICEJ的事工，一月這個特別的禱告月份都是獨一無二的。美國決定

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宣佈將美國大使館遷往耶路撒冷之後，耶路撒冷的議題再

次登上頭條，這引發了世界各地穆斯林群起抗議，儘管抗議活動並不如預測那樣暴力和普

遍，與此同時，伊朗街頭突然發生大規模的抗議，公開要求並示威抗議這個國家的神職政

權下台。

此種種告訴我們，預測中東接下來可能發生的事情是有多麼困難。當時1979年伊朗革命發

生時，很少有人預測到這事；同樣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是如此。儘管當今世上有強

大的情報機構運作，單單美國就有17個主要的情報機構，花費數十億美元來跟上全球局勢

發展，他們從間諜和高科技監視系統搜集大量資訊，然後由訓練有素的分析師進行評估分

析。他們甚至編彙世界主要領導人的個人資料，用以分析這些領導人在危機時會有如何的

反應。儘管如此，世界各國對每個局勢發展仍然感到驚訝不已。

感恩的是，身為基督徒的我們，不需要被不明的未來牽著走，因為我們有聖經以及聖靈，

向我們顯明將來的事情。上帝的話語和聖靈比世上一切情報機構都強大得多、準確得多，

我們只需要更親近祂，以豐富我們禱告生活的內容資訊。

先知但以理在服事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不但自己在靈裡預見未來的事，他也看重其

他先知所寫的話。但以理從先知耶利米的書卷中讀到，流放到巴比倫的時間將持續到七十

年，他根據這個信息來為自己的人民代求。

耶穌也藉著聖靈和神的話而有前瞻的眼光。當耶穌在棕樹主日光榮的進入耶路撒冷時，祂

並未因眾人崇拜的眼光迷失。相反地，耶穌知道當時上帝的旨意就是祂要在這個城市中被

拒絕，並且受難至死。

今天，藉著神的話語聖經和聖靈，我們知道主對以色列和耶路撒冷有不同的目的。這是恢

復、安慰和恩寵錫安的時刻，最終則是拯救的時刻。以色列的離散已經結束了，她的救贖

正在臨近。這也是一個悔改與和好的時刻，好讓耶路撒冷真正地迎接她的王，就是那應許

中大衛的子孫將從這個城市統管萬國。

透過聖經和聖靈，我們也能深入地認識上帝的屬性。祂是全知的神，祂永遠持守祂的應許。

祂在危難時刻從不驚慌失措，也不曾鬆懈。而且，祂對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現今有美好的計

畫。

所以，當我們禱告的時候，讓我們定睛聖靈並確信上帝的話語來開啟我們！

大衛・帕爾森(David Parsons)

ICEJ副主席兼資深發言人

以賽亞 62 守望 1月第二週



Credit : ICEJ

2018年1月 第二週禱告重點

一、為以色列禱告

請禱告更多國家加入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將他們的使館遷

往這個城市。也為著巴勒斯坦領導層無法扭轉美國對耶路撒冷的決定，也無

法透過國際干預迫使以色列讓步禱告。禱告更多的國家成為綿羊國而不是山

羊國，因為他們的領袖們敬畏上帝，敬重祂的話語，而不是懼怕和高舉人。

求主加快祂在耶路撒冷的美好工作，預備這座城市，最終得到她永遠的王，

就是彌賽亞。並且禱告，直到那時，主會在以色列周圍設立強大的保護，來

保護這個國家免於一切敵人。

撒迦利亞書 2:12
耶和華必收回猶大做他聖地的份，也必再揀選耶路撒冷。

馬太福音23:39
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
的是應當稱頌的。

馬太福音25:32
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
山羊一般。

詩篇51:18
求你隨你的美意善待錫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牆。

詩篇115:9
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華！他是你的幫助和你的盾牌。

撒迦利亞書12:9
那日，我必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的民。

二、為中東禱告

求主以公正對待所有謀取以色列毀滅的國家和人民。請禱告伊朗目前的抗

議活動能迅速將這個國家從伊斯蘭教的強硬派統治下解放出來。禱告伊朗

士兵和安全人員不願意傷害或殺害自己的伊朗同胞，而是加入自由民主的

呼聲。請為伊朗境內的問題會被削弱禱告，求主破壞伊朗在敘利亞、黎巴



Credit : ICEJ

約伯記12:23
他使邦國興旺而又毀滅；他使邦國開廣而又擄去。

約伯記9:4
他心裡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誰向神剛硬而得亨通呢？

民數記14:9
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
的食物，並且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
不要怕他們！

三、為ICEJ禱告

請為ICEJ於2018年能夠以基督愛的見證豐滿地履行遍及以色列全地禱告，

並且我們能以聖經中滿有盼望其以色列恢復信息帶給列國禱告。請為我們

需用的財務禱告，好讓更多猶太人歸回以色列、完成海法之家「大屠殺生

還者居住」的新建物，還有供應以色列其他迫切的需要。請為上帝的同在

和祝福禱告，求神與我們的同工、我們的計畫和今年的活動同在。求主保

護並引導ICEJ領袖的工作和海外服事。

詩篇31:3
因為你是我的巖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為你名的緣故引導我，
指點我。

哥林多後書2:14
感謝神！常率領我們在基督裡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
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提多書3:14
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預備所需用的，免得不結果子。

以賽亞書11:12
他必向列國豎立大旗，招回以色列被趕散的人，又從地的四方聚
集分散的猶大人。

嫩、伊拉克、葉門、西奈島這些地方散播恐怖權勢。請禱告，埃及、沙烏

地阿拉伯、約旦和阿拉伯聯半合大公國等遜尼派阿拉伯國家能繼續默默地

與以色列合作。



銀行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
徒協會
中國信託（代號:822）內湖分行
帳號：4515-4017-1624

關於 I C E 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ICEJ)為一非營利機構，1980年成立，總
部在耶路撒冷，全球近90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正式
於2012年，並在內政部登記立案為「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
為全球第一個華人分部。過去36年來，我們致力猶太人回歸，透過各種慈惠工作
幫助、安慰以色列，於以色列危難時提供實質且及時的幫助，成為眾教會愛以色
列的平台，更是列國教會與猶太人和好的橋樑。並向世界傳遞愛以色列 的訊息，
站立抵擋「反猶主義」。自1980年，每年住棚節舉辦之特會及耶路撒冷遊行已安
慰、鼓勵許多猶太人。歡迎以禱告、奉獻、義工、加入會員等方式參與。

海法之家（Haifa Home）：大屠殺倖存者之家，以色列境內仍有約18萬位倖存者，許多為獨

居，或是受身心疾病之苦。

猶太人回歸（Aliyah）：肩並肩計畫 幫助移民建立新生活，紅地毯計畫 提供回歸移民機票，

及各種回歸申請諮詢。地平線計畫 幫助新移民接受教育，特別是衣索比亞年輕回歸移民，建

立生活能力。 開封猶太人及印度瑪拿西支派回歸：包含機票、回歸後生活，語言學習等。近

期，台灣ICEJ參與資助五位年輕開封猶太人。2015以及2016年我們仍持續幫助開封及烏克蘭猶

太人回歸。

婦女：遭受暴力或是墮胎邊緣的婦女，以降低以色列墮胎率。

希望計畫：對烏克蘭奧得薩市中生活面臨危機的猶太孩童提供緊急救助以及教育援助計畫。

危機基金：防空洞建置、恐怖攻擊時臨時的安頓、防空洞內飲食及用品。提供資金援助，讓

接受恐怖攻擊受難者接受創後壓力症候群（PTSD）心理輔導等。

常受恐怖攻擊區域（如靠近迦薩走廊的Sedrot）青少年的陪伴及輔導。

貧窮者：大約25%以色列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許多兒童及年輕人則是營養不良。我們提供

婦女或是殘障人士職業訓練，以幫助打破貧窮的循環。

阿拉伯基督徒：扶持基督徒、婦女職業訓練、兒童/青少年課輔及電腦設備。

我們在以色列的慈惠專案

連 絡 我 們 聯絡人：李怡佩 臉書：ICEJ Taiwan  華語 網站：www.icej.org.tw

電郵：icej.taiwan@gmail.com 電話：02-7736-6250          傳真：02-8192-6895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78號8樓

郵局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
協會
郵局（700）世貿分支代號(0010) 
劃撥帳號：50251805

奉獻 （信用卡或外幣奉獻，請與我們聯繫）

線上奉獻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