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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坦雅胡與川普

在達沃斯進行會談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與美國總統唐納德．川普於1/25週四在瑞士達沃斯(Davos)

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進行場外會談。記者會聯合聲明中包括川普的一則聲明表

示，美國每年提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援助款項「不會進行撥款，如果他們不

願意坐下來進行和平協商。」

總理接受CNN專訪



納坦雅胡總理稍晚於1/25週四在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主舞台上接受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主持人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的專訪。該專訪

並未侷限單一主題，主要焦點則放在耶路撒冷的地位。納坦雅胡在專訪中明確

表示：「耶路撒冷會繼續成為以色列首都，不論達成任何一種和平協議都一

樣。」

他繼續表示，唐納德．川普出面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對和平是一大貢

獻，因為要達成和平，唯有以真相作為基礎。和平無法建立在幻想之上。」

扎卡利亞(Zakaria)也同時提問，巴勒斯坦人片面聲稱其就歷史角度而言擁有耶

路撒冷，並詢問該說法是否具合法性。納坦雅胡做出以下回覆：「以色列的立

場就是耶路撒冷應繼續在其主權治理之下維持統一狀態，使其擁有完全的自由，

讓每個人按照其意志奉行他們的信仰…如今你可以看到以色列已陷入了在中東

其他歸類眾多地方派系暴力之中。」

納坦雅胡總理補充說：「巴勒斯坦人應擁有所有自治權，但卻不該有威脅我們

的力量，不論最後的政治處置為何，猶太人都必須在該地區繼續保有安全控制

權，否則在此地區你將會有伊斯蘭國...中東已經有夠多分崩離析的國家，我們

不需要再多加一個。」

「我想我們想要終止『與巴勒斯坦人』衝突，」他做出上述總結。「我很清楚

這樣做對鄰近地區會有什麼影響，對巴勒斯坦人以及對我們來說。」

此為兩國領袖的完整聲明影音內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9&v=JKxHMBDGV_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9&v=JKxHMBDGV_o


以賽亞書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

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將美國與以色列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三方彼此個別關係交在

主的恩手當中，並求主顯明你的心意在美國的執政掌權者當中，使得各項決策

蒙神喜悅。求主賜給納坦雅胡總理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

敬畏耶和華的靈，保守帶領他在堅守主所託付的國土上剛強壯膽不懼怕，特別

是在堅守耶路撒冷為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並在的安全控制權上。求主設立守

望者，日夜不歇息呼籲主，直到主建立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波蘭立法禁止使用

「波蘭死亡集中營」字眼

以色列表達「強烈反對」

納坦雅胡總理稱波蘭立法「沒有根據」
並指示以色列駐波蘭大使，就此事與
該國總理會晤。
以下新聞出處： JP, Haaretz, ICEJ News  2018/01/27

2018年1月在大屠殺紀念日73 週年紀念這天，得到解放的大屠殺倖存者們步入過去

的奧許維茲集中營。(photo credit: KACPER PEMPEL / REUTERS)



波蘭國會下議院於上週五1/26通過一項法案，使得將大屠殺的參與共謀，其歸

給波蘭或使用「波蘭死亡集中營」這類語言文字，都被視為違法之舉，以色列

對此表示「強烈反對」。該法律同時也禁用「波蘭死亡集中營」來形容許多猶

太人與其他種族人民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納粹佔領下的波蘭集中營中慘遭謀

殺。任何人只要違反新法，包括非波蘭籍公民，將易科罰金或被處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於1/27週六晚上表示：「歷史無法篡改，大屠殺

的存在難以否認。」上述說法是納坦雅胡針對任何提及波蘭該為在其境內的集

中營負責成為違法之舉的立法所作出的表示。

納坦雅胡目前兼任外長，其表示，他已裁示駐波蘭大使安娜．雅薩利(Anna

Azari)要求會見馬泰烏什．莫拉維茨基(Mateusz Morawiecki)總理，並且表達堅

定反對該項立法的立場。

以色列總統魯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在以色列國會發表演說時引用波蘭前總

統亞歷山大．克瓦斯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的話說：「沒有人可以

捏造歷史，歷史無法重寫，真相也無法隱藏。每件罪行–每次犯罪–都必須遭受

譴責；都必須遭到檢視並揭露。」

里夫林(Rivlin)總統補充說：「從地獄之門大開至今只過了73年，猶太人，以色

列以及整個世界必須確保大屠殺的恐怖與殘暴行徑是被正視。即便有波蘭人也

曾成為納粹罪行的爪牙… 但也有其他波蘭人挺身戰鬥，在萬國中被公認為正義

的化身。值此國際大屠殺紀念日，我們跨越本身的動機，必須紀念那些被無端

殺害的兄弟姐妹，更是責無旁貸。」

外交部於1/27週六晚上發布聲明，表示以色列正向波蘭政府提出請求，請其著

手修正該立法。該法案仍需交由波蘭參議院行使同意權，並經由總統簽署，才

能正式生效。

以色列所憂心的並非「波蘭死亡集中營」一詞，而是憂心該法律條文將造成寒

蟬效應，波及針對波蘭在大屠殺事件中的角色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同時，若說

「波蘭」這國家從未參與過大屠殺，根本與史實不符。

納坦雅胡總理辦公室星期天晚上宣布，和波蘭總理馬泰烏什．莫拉維茨基

(Mateusz Morawiecki)進行會談後，雙方達成協議，成立一個聯合委員會，研究

如何修改立法，以便尊重兩國的感情。



納坦雅胡1/28週日上午在每週的內閣會議上說：「每一天，特別是國際猶太人大

屠殺紀念日，我們都記得三件事情：『首先是我們在納粹地獄中被殲滅的六百萬

兄弟姐妹；第二、當時人們保持緘默沒有挺身而出，以適當的力量來對付此殺人

思想意識；第三、不斷需要繼續培育以色列國強度，以正對於現代盲從狂熱主義

政權。我們現在有了自己的國家，一個有防衛自我能力的強國。』對我而言，這

是大屠殺最重要的一課。」

詩篇85:10-11

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將波蘭國會下議院所通過的法案，竟然想如此掩蓋歷史、撇清

波蘭死亡集中營的關係，交託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公義、誠實彰顯，使波蘭

可以從歷史的傷痛帶下省思、不掩蓋事實、誠實面對並悔改在神與人的面前，主

的寶血潔淨這流無辜人血的罪、主的醫治與平安臨到這地與人心。主掌權在整個

以色列與波蘭所成立的聯合委員會所送交遞案的議程。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

阿們!

AFP/JANEK SKARZYNSKI



2018以賽亞62 一月五週 禱告守望

親愛的禱告同伴們，

在此特別的禱告月份裡，感謝您與我們一同在耶路撒冷守望。我們可以確信神

已經聽到了我們的禱告。因此，本週讓我們感謝神偉大的信實。

幾個世紀以來，大多數基督徒都能夠生活在他們的家鄉文化和土地上，然而以

色列卻遭遇流亡的生活。如此地不幸，使得一些教會領袖褻瀆了上帝的名字與

屬性。以西結書36：20向我們表明：「他們到了所去的列國，就使我的聖名被

褻瀆；因為人談論他們說，這是耶和華的民，是從耶和華的地出來的。」因此，

讓我們向神獻上感謝，是他揀選我們生活在現今人類歷史的這一篇章，藉由恢

復以色列而再再證實了祂的屬性。

以西結書36：22-24告訴我們，上帝恢復以色列的目的是為了祂的名， 「所以，

你要對以色列家說，主耶和華如此說：以色列家啊，我行這事不是為你們，乃

是為我的聖名，就是在你們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為聖；這

名在列國中已被褻瀆，就是你們在他們中間所褻瀆的。我在他們眼前，在你們

身上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這是主耶和華說的。我必從各國

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感恩的是，我們正生活在現今神去除所有辯解褻瀆祂名字的時刻。在列國當中，

神正為了祂的名，就是為了證明祂是信實且真實的。感恩的是，在這個季節裡，

我們仍活著以看到神的救恩在教會如前所未有的成長正傳遍了各個國家，這正

是當時耶穌講解時所說，是外邦人日期滿了的時刻。

來自耶路撒冷向您問安！

Barry R Denison

行政副主席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翻譯：台灣ICEJ



2018以賽亞62 一月五週 禱告守望

邀請您關注接下來的代禱方向，也請您關注第五週禱告守望重點，若您在禱告中，

有 任 何 需 要 ， 與 神 如 何 在 您 的 代 禱 中 回 應 您 的 禱 告 ， 請來信

icej.taiwan@icej.org.tw 給 我 們 ， 並 持 續 關 注 台 灣 ICEJ 華 語 臉 書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留言給我們，讓我們知道，您正在與

我們禁食與禱告中！

1. 為以色列與列國獻上感恩禱告

為著列國如今正聽見神的呼召在群羊中成為綿羊，向主獻上感謝。「馬太福音

25:31-46」其中31-33節闡述著：「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

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

牧羊的分別綿羊與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

讓我們為著這些國家如同美國、瓜地馬拉、捷克共和國，並匈牙利正與以色列

同站立來感謝神。讓我們為著列國更多地如同綿羊而不是山羊來禱告，因為這

些國家的領袖們是敬畏神並尊崇祂的話語多於敬畏尊崇人。禱告主在耶路撒冷

加快祂的工作，以預備這座城市最終地領受她永恆的君王彌賽亞。並且禱告，

直到那時，主會在以色列周圍設置一個強大隱藏的保護，以護衛以色列免於一

切敵人的侵犯。

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

的。（賽62:7）

耶和華必收回猶大作他聖地的分，也必再揀選耶路撒冷。(撒迦利亞書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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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山羊一般。(馬太福音25:32)

那日，我並定意滅絕來攻擊耶路撒冷各國的民。(撒迦利亞書12:9)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2. 為中東獻上感恩禱告

為著遍及中東目前有眾多穆斯林百姓的心正拒絕伊斯蘭的暴力並且歸向耶穌，

向主獻上感謝禱告。

讓我們為著在伊朗估計有兩百萬信徒來感謝神，讓我們禱告在伊朗的示威抗議，

將這個國家迅速地從強硬的阿亞圖拉(Ayatollahs)宗教學者所統治下的伊斯蘭政

權釋放出來。

讓我們為著這些遜尼派穆斯林國家來感謝神，為著埃及、沙烏地阿拉伯、約旦

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這些國家仍繼續低調地與以色列連結感謝神。

外邦為什麼爭鬧？... ...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臣宰一同商議，要抵擋耶

和華並他的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 (詩篇2:1, 2, 4)

但您們不可背叛耶和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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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14:9)

你們要恆切禱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為我們禱告，求神給我們開傳道

的門，能以講基督的奧秘 (我為此被捆鎖)，叫我按著所該說的話將這奧

秘發明出來。(歌羅西書4:2-4)



3. 為ICEJ向神獻上感恩禱告

讓我們為著2017年主藉由ICEJ使以色列經歷了從神來的恩典與安慰，向主獻上

感恩。

讓我們為著今年神在ICEJ前開啟大門感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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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

讓我們為著這些財務經費能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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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供應以色列其他迫切的需要來感謝神。

讓我們為著神的同在並祂的祝福覆蓋在同工以上，來向神獻上感謝。

請禱告主保護並引領ICEJ領袖們的工作並海外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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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2:14)

並且我們的人要學習正經事業『或譯：要學習善行』，預備所需用的，

免得不結果子。 (提多書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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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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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