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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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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墓教堂關閉有損以色列外交

在眾阿拉伯國家與歐盟外長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中，約旦外交部長阿曼．薩

法帝(Ayman Safadi)發言譴責以色列，稱該行動「威脅聖地的基督徒生存權」。

而歐盟外長腓德利卡．莫葛赫里尼(Federica Mogherini) 則回應：「耶路撒冷是

三大一神宗教的聖城，這城市的特殊地位與屬性必須受到所有人保護與尊

重。」

以耶路撒冷為總部的美國猶太委員會(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跨宗教事務

處國際主任大衛．羅森(David Rosen)正在參加一場由沙烏地阿拉伯、西班牙、

奧地利與梵蒂岡在維也納共同舉辦的跨宗教會議。其告訴耶路撒冷郵報，耶

路撒冷伊斯蘭教教長大穆夫提穆罕默德．阿瑪德．胡笙(Muhammad Ahmad

Hussein)也在場，而聖墓教堂議題「是其（胡笙）所談的唯一一件事，顯明以

色列有多麼糟糕。」羅森又接著表示，這情況「看起來很糟，恐怕敵對勢力

將輕易利用作為負面宣傳。這只對敵方有利，我們將因此束手無策。」

傳統教會與耶路撒冷市政單位之間的這項爭議另外也受到在國會辯論過的關

於教會將土地賣出的立法內容所影響。

耶路撒冷舊城聖墓教堂於

2/27週二已關閉進入第三

天，以抗議耶路撒冷市政

府欲對市區所有由教會持

有的商業設施徵收地價稅

的計畫。在社群媒體上四

處散佈著觀光客在關閉教

堂外面哭泣的照片，旁邊

寫著指責以色列的字眼。

世界各地的反以色列組織

與政府單位嚴厲譴責這個猶太國家，稱之為對基督徒的敵視。



我們看到前幾天聖墓堂的關閉是為

了耶路撒冷市府所做出的決定，關

於往後土地的轉售、商業設施徵收

土地稅，特別是針對基督教宗派

「包括東正教、天主教」。我們知

道廣傳福音至耶路撒冷，在這土地

上為主建造事工，有諸多的不易；

其實，聖墓堂關閉或開放與我們不

是有直接的關係，與我們的關係是

在於我們要起來為政府想要對基督

教宗派開始來徵收稅務禱告，這是

我們需要注意的焦點，也是與你我

有關的方向。以色列政府能不能祝

福基督教宗派在這裡的基金會，實

在是非常重要。以色列的稅務非常

沈重，就拿一般水電瓦斯支出，我

們所支出的費用當中，需要另外加

以色列納坦雅胡總理親自介入傳統教會與耶路撒冷市之間的財產稅和土地出售

糾紛後，耶路撒冷聖墓教堂的門在2/28週三早上重新向遊客開放。幾個教派的

領導人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感謝上帝的手介入，並表示願意與以色列當局進

行談判以找到解決僵局的辦法。

以色列總理和耶路撒冷市長已同意成立一個由所有相關方面都參與並由以色列

區域部長領導的專業團隊，以製定一個解決方案。總理辦公室表示，「以色列

非常自豪能夠成為中東地區唯一的基督信徒和各信仰信徒擁有宗教和信仰自由

的國家。以色列是一個繁榮的基督教社區的家園，並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

教朋友。」

上17%的稅給政府。買車子是100%的稅，一台車100萬你就得準備個200萬。若

是國會或市議會真決定向隸屬於基督教宗派來課稅而沒有其他配套方案，那麼

許多的金錢就無法真正地惠及到有需要的百姓，而是繳給政府。這在傳福音回

耶路撒冷一事上，便與您有關。因為我們現在等著主的再來，而神要我們在耶

路撒冷的焦點上，要更多地為城中需要與平安禱告。

(Credit: CANWF)



在談判結果未定之前，耶路撒冷市政府已經從耶路撒冷教會擁有的商業物業中

收取價值約1.8億美元的財產稅，其中包括主要接待基督徒朝聖者的幾家酒店，

餐館和其他機構。已在議會通過的一項法案，將教堂出售給第三方的土地來保

護在這些土地上建造公寓的業主也被暫停了建造通知。

詩篇137:5-6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 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

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禱告

親愛的父神：我們為著以色列總理親自介入，不讓四圍虎視眈眈的阿拉伯國家

來達伐以色列向祢獻上感謝，同時，我們也為著區域部長主責的市府團隊，特

別針對於基督教宗派所有的教會、土地、民下的飯店經營權以及所屬餐廳等的

相關稅務來到天父面前禱告，祢作王掌權在這團隊所討論決策當中，父神，我

們禱告所有的決策都要為主耶穌再來而效力，好叫福音可以廣傳在以色列當中，

好叫無論是基督教各宗派的營收能夠惠及到更多有需要的百姓，父神，祢憐憫

在我們當中，我們奉主名宣告這些決策法案都要祝福到華人在這地為主預備道

路上。父神，謝謝祢，將更多愛耶路撒冷的心放在我們裡面，耶路撒冷啊，我

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

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感謝神，2/28(三)聖墓堂恢復對外開放，絡

繹不絕的觀光客、朝聖者前來，站在聖墓堂前面，我們心裡禱告著，若是在耶

路撒冷有更多的彌賽亞信徒教會被主堅立，絡繹不絕的百姓來到當中，為要朝

見那又真又活的神並歡迎耶穌再來，那該有多甜美，多美麗！父神，我們仰望

祢。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阿們。



2018以賽亞62禱告守望

親愛的禱告夥伴們，

西曆三月往往適逢猶太曆的尼散月（Nisan），「為一年之首」(出12:2)。就在

這個月，於春季首次滿月出現之夜，猶太人慶祝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聖經節期—

— 逾越節。教會通常大約在同一期間慶祝復活節，逾越節是為期七天的節期，

而今年節期的頭一天「即舉行逾越節筵席(Passover Seder)那一天」與耶穌受難

日(Good Friday)是在同一天，這提供了寶貴的機會使我們能了解在猶太人與基

督徒之間的傳統連結上。

猶太人在慶祝逾越節期間，會紀念本族歷史的決定性時刻。當年，他們在埃及

身為奴隸，向神呼求幫助，神聽見了他們的哀聲，便記念祂與亞伯拉罕丶以撒

丶雅各所立的約，於是神以大能的手並伸出來的膀臂拯救他們。

在摩西與法老之間攤牌已至高峰之時，神吩咐以色列人宰殺一頭無殘疾的羊羔。

他們要把血塗在所居住房屋左右的門框上和門楣上。他們明白羊羔的血將決定

他們的生死：「因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頭生的，無論是人是

牲畜，都擊殺了，又要敗壞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華。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

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

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出12:12-13)

這是耶穌寶血帶來救贖的精彩畫面！當施洗約翰看見耶穌的時候，他宣告：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而死，祂的

血救我們出死入生。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丶又信差我

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出死入生了。」(約5:24)

耶穌成了逾越節的羊羔，祂在逾越節受死並非出於巧合。這個聖經節期提供了

新丶舊約聖經之間最直接的關連，顯示身為基督徒的我們要研讀整本聖經，好

認識並全盤瞭解神完備的計畫。

熟識猶太人逾越節筵席的傳統，對我們也有幫助。這是精心安排，包含不同象

徵性元素且結構複雜的筵席。我們唯有認識猶太人的逾越節筵席，才會明白福

音書中描述的最後晚餐所蘊含的不同提示。例如，飯後耶穌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的。」(路22:20) 祂用的便是飯後

喝酒用的救贖之杯。



讓我們心懷感恩的享用今年的筵席，藉著基督記念我們與以色列的聯繫，並且

有份於神與猶太人所立的約。

我們要禱告，當猶太人圍坐於逾越節飯桌的時候，神會打開他們的眼睛，看見

祂的救贖。依照傳統，在桌上擺放的其中一個物件是小腿骨，它象徵逾越節的

羊羔。小腿骨的希伯來文是zroa，意思不是骨。在希伯來文聖經中，zroa是指

神的膀臂，正如以賽亞書53章說的：「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耶和華的膀臂向

誰顯露呢？」讓我們禱告，本章所敘述的彌賽亞會像這一章經文所說般，在今

年的逾越節飯桌上向許多人顯現。

謝謝您加入以賽亞62禱告守望！

來自耶路撒冷向您問候平安,

克謀智 Mojmir Kallus

國際事務副主席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2018以賽亞62 三月禱告要項

1. 為以色列禱告

恢復

為以色列國屬靈與屬地的恢復禱告。

「耶和華說：日子將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猶大被擄的人歸回；

我也要使他們回到我所賜給他們列祖之地，他們就得這地為業。這是耶

和華說的。」耶30:3

神的計畫

禱告神對猶太人的計畫成就，就是猶太人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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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23:39



政府

面對全球性徵兵的棘手問題，以及納坦雅胡總理可能被控以貪污罪名，為以色

列的安全，以及國內極端正統派與世俗化的猶太人之間的內在團結禱告。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詩133:1

2. 為列國禱告

大使館

禱告有更多國家把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從而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

「必有列邦的人和強國的民來到耶路撒冷尋求萬軍之耶和華，懇求耶和

華的恩。」亞8:22

穆斯林與阿拉伯國家

禱告福音傳到以色列周邊的穆斯林與阿拉伯國家去。

「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可16:15

伊朗及敘利亞

伊朗在敘利亞與黎巴嫩調配軍事部署一事上愈發大膽及野心，逼使以色列空軍

經常要反擊。禱告敘利亞衝突以公平方式結束，使伊朗不能有加害以色列的舉

動，以致中東的穩定受到波及。

「我雖行在患難中，你必將我救活；我的仇敵發怒，你必伸手抵擋他們；

你的右手也必救我。」詩138:7

3. 為ICEJ禱告

ICEJ國際事工

禱告ICEJ在全球90多個國家的分部主任在聖靈裡被堅固丶鼓勵及合而為一，並

且成為他們在本國的強力聲音，傳遞神與以色列與猶太人所立的永約。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身體只有一個，

聖靈只有一個，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

就是眾人的父，超乎眾人之上，貫乎眾人之中，也住在眾人之內。」

弗4:3-6



ICEJ總部

禱告ICEJ在耶路撒冷的總部，能成為本年五月美國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並啟用

的強力支持。

「耶和華要說：你們修築修築，預備道路，將絆腳石從我百姓的路

中除掉。」賽57:14

歡慶

在逾越節與復活節期間，禱告ICEJ藉著記念神羔羊的寶血，以及為耶穌的復活

並祂給我們的新生命而歡呼喜樂，成為以色列的光。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

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我們若在

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羅6:4-5





1.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信主三年以上。

2. 對以色列在神國的重要性，有基礎的認識

和負擔。

3. 中文寫作文筆流利，能清楚表達。個性細

心，能擔當責任，獨立工作且可以團隊服

事。

4. 熟悉Microsoft Office。能製作表格和文

件。

5. 英文基礎聽說寫，可以表達與溝通。

6. 對以色列的英文新聞和現況，願意學習閱

讀及了解。

7. 願意在耶路撒冷及台北兩地工作。

8. 需要拜訪台灣和以色列兩地的教會。

9. 待遇視經驗面談。

10. 履歷表與牧者推薦函，請寄至

Email: icej.taiwan@icej.org.tw  或

地址: 10542 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三段

178號8樓

歡迎您加入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

誠徵全職同工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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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j.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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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