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

2019.11.19  猶太曆 5780       編排設計：陳怡安       編審：雲嵐牧師       

2019 住棚節走禱團亮點回顧
作者：周效遠牧師、雲嵐牧師

耶路撒冷大遊行原住民舞蹈歡慶（點擊圖片可觀看影片）

封面照片：Doctor_darr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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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hqGeT251M&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hqGeT251M&feature=youtu.be


走過猶太曆 5780 的 Taiwan ICEJ 住棚節走禱團，滿滿的感恩、喜
樂和豐富感。感恩天父垂聽禱告一路平安、感恩許多人在小組中交
到好朋友 ( 笑聲不斷，話題不斷，回來後 line 群組聊到深夜 )，並
且感恩天父祝福華人在這趟旅程中各個層面的發光。

「歡慶住棚節」一直是 Taiwan ICEJ 十多年來致力為華人眾教會所
擺上的努力，然而今年特別的感受到一種喜樂與滿足，回想起今年
走禱團的主題 : 兩代同行開啟華人新世代，而我們每一部車上的確
都有一些家庭是兩代同行嚮往錫安，並且還有近 60 位的原住民屬
靈長兄參與造就了原漢兩代同行，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這貴重的膏油馨香和甘露我們都領受了，相信天父必在每個兩代同
行的家庭賜下奇妙的恩典與祝福。 

豐富感 – 共 234 位同行走禱伙伴（包括了來自台灣、日本、大陸、
北美及澳洲等各地的牧者、宣教士和弟兄姐妹，共 5 部車），台灣
則含蓋了北、中、南及東部跨宗派的各個教會，有聖教會、浸信會、
靈糧堂、基督之家、長老會、及一些獨立的地方教會和機構等等； 
共有 4 個不同的行程滿足青年人、第一次來以色列的弟兄姐妹和委
身於走禱團的寶貴「常客」們之需求。

台南聖教會在耶路撒冷小巨蛋揮舞國旗表示台灣與以色列同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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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獻旗
（由台東博愛浸信會邱德福牧師代表中華民國台灣獻旗）

         10/14 晚上，ICEJ（耶路撒
冷國際基督徒使館）以列國獻旗
開始了在耶路撒冷 Pais Arena 幾
個晚上的住棚節歡慶聚會，這一
次 234 人的歡呼聲可以抵兩千多
人，使眾人的心得安慰，我們同
心合意在大君王的城，向主獻上
我們的國家和國旗，宣告台灣是
服事耶穌基督的國家！

CBNNEWS 報導
《預言實現：來自 100 個國家的
5000 名基督徒在耶路撒冷歡慶住
棚節》

( 點擊圖片可觀看影片 ) 

獻旗現場
台灣出場片段自 28:52 開始

（點擊圖片可觀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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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cbn.com/cbnnews/israel/2019/october/its-the-fulfillment-of-prophecy-why-5-000-christians-from-100-nations-are-in-jerusalem
https://www1.cbn.com/cbnnews/israel/2019/october/its-the-fulfillment-of-prophecy-why-5-000-christians-from-100-nations-are-in-jerusale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8629BcA7U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8629BcA7U8


列國遊行
拉比與我們一起在耶路撒冷錫安大道上舉旗遊行，我們願以基督的
愛融化猶太長兄的心。主和耶路撒冷都看到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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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連續第 15 年，我們舉著國旗帶著小禮物，行走在耶路撒冷城，
既興奮又激動地向兩排站立歡迎的我們的猶太人呼喊著 :『Taiwan 
loves Israel』， 也 聽 到 他 們 笑 開 了 臉 地 回 應 著 :『and Israel loves 
Taiwan』，和平常在耶路撒冷看到的猶太人多半冷冷的又酷酷的非
常不一樣，這時的猶太人卻放下心防，像孩子參加嘉年華會一樣的
喜樂，相信他們心裡也知道，這是一群願意與以色列同站立的「基
督徒」們，這樣的回應讓一切行程中的疲憊都抖落了，想到有猶太
人因為這樣的遊行，使他們願意信主。

我們的台東原住民弟兄勇士們更加地努力在錫安大道上以舞蹈與他
們聯誼來表達愛，不但有猶太人上來與他們共舞，連拉比 Yehuda 
Glick 都加入『Taiwan loves Israel』的團隊與我們一起遊行唱哈利路亞。
我們在此與大家分享當地媒體對我們遊行隊伍的報導。

Israel Today 報導
《若誰說看不見上帝的手，他定
是瞎眼的》

( 可點擊圖片觀看影片 )

 Israel Heute 報導
《耶路撒冷大遊行每年都在住棚
節期間舉行》

( 可點擊圖片閱讀新聞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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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sraeltoday.co.il/read/anyone-who-doesnt-see-the-hand-of-god-is-blind/
https://www.israeltoday.co.il/read/anyone-who-doesnt-see-the-hand-of-god-is-blind/
https://www.israelheute.com/erfahren/jerusalem-marsch-2019/
https://www.israelheute.com/erfahren/jerusalem-marsch-2019/


 goodtv_news
《耶路撒冷住棚節大遊行，台灣
ICEJ 經過主席台時，受到在場民
眾熱烈歡迎！》

( 點擊圖片可觀看貼文 )

mynet 報導
《耶路撒冷大遊行聚集來自世界
各 地 約 50 個 代 表 團 和 約 70,000
人》

( 點擊圖片可閱讀新聞報導 ) 

Israel Heute 報導
《耶路撒冷歡慶住棚節》

( 點擊圖片可觀看影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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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p/B3uJrvYnmS1/
https://www.instagram.com/p/B3uJrvYnmS1/
http://mynetjerusalem.co.il/%D7%97%D7%93%D7%A9%D7%95%D7%AA/%D7%9B%D7%91%D7%99%D7%A9%D7%99%D7%9D-%D7%99%D7%97%D7%A1%D7%9E%D7%95-%D7%9E%D7%A1%D7%9C%D7%95%D7%9C%D7%99-%D7%94%D7%90%D7%95%D7%98%D7%95%D7%91%D7%95%D7%A1%D7%99%D7%9D-%D7%99%D7%A9%D7%AA%D7%A0%D7%95-%D7%9B%D7%9C-%D7%94%D7%A4%D7%A8%D7%98%D7%99%D7%9D-%D7%9C%D7%A7%D7%A8%D7%90%D7%AA-%D7%A6%D7%A2%D7%93%D7%AA-%D7%99%D7%A8%D7%95%D7%A9%D7%9C%D7%99%D7%9D-412157/21
http://mynetjerusalem.co.il/%D7%97%D7%93%D7%A9%D7%95%D7%AA/%D7%9B%D7%91%D7%99%D7%A9%D7%99%D7%9D-%D7%99%D7%97%D7%A1%D7%9E%D7%95-%D7%9E%D7%A1%D7%9C%D7%95%D7%9C%D7%99-%D7%94%D7%90%D7%95%D7%98%D7%95%D7%91%D7%95%D7%A1%D7%99%D7%9D-%D7%99%D7%A9%D7%AA%D7%A0%D7%95-%D7%9B%D7%9C-%D7%94%D7%A4%D7%A8%D7%98%D7%99%D7%9D-%D7%9C%D7%A7%D7%A8%D7%90%D7%AA-%D7%A6%D7%A2%D7%93%D7%AA-%D7%99%D7%A8%D7%95%D7%A9%D7%9C%D7%99%D7%9D-412157/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crWbnWtDE&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rcrWbnWtDE&feature=youtu.be


《寇紹恩牧師向列國分享信息直播》點擊圖片可觀看

2018 年是 38 年以來第一次在 ICEJ 的以歐美基督徒為主的住棚節列
國特會中，有華人的敬拜團服事 – 高雄靈糧堂，及華人的講員講道 –
周神助牧師 ( 靈糧全球使徒性網絡主席 )，和駱世雄牧師 ( 高雄靈糧
堂主任牧師 )，這是一個極大的突破，而今年接棒華人講員的是寇紹
恩牧師 ( 台北基督之家主任牧師 )，寇牧師以精闢的講道及深度個人
生命的見證贏得許多的人心，我們深感這是一個神使用華人起來祝
福列國的新世代來到了！華人要在這世代發光，為主做見證，榮耀
主名。

華人講員 – 寇紹恩牧師向列國分享「回歸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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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videos/460004078194406/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videos/460004078194406/


「以色列之夜」
原住民代表華人獻舞，全場轟動，許多猶太人站立鼓掌，久久不停止

今年特別感謝曾惠香牧師夫婦 ( 竹南靈糧堂主任牧師 )，及邱德福牧
師夫婦 ( 台東博愛浸信會 )，同心合意地完成原住民的獻祭 ,40 位的
弟兄姊妹在台上合作無間地歌唱與跳精彩竹竿舞，全場轟動，許多
猶太人站立鼓掌，久久不停止 ! 這最後一夜的最後一個獻舞給愛我們
的天父及我們的長兄應該是全部慶典中最精彩的亮點，不但全場轟
動，許多猶太人還站立鼓掌，久久不能停止，真是華人之光！我們
在此奉主名祝福台東博愛浸信會購地成功，神的供應遠超過所求所
想的臨到教會！

《台灣原住民竹竿舞獻祭直播》點擊圖片可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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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videos/506008223574887/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videos/506008223574887/


住棚節團的四個獻祭
感恩、 贖罪、 委身 及 求雨

感謝主，這趟旅程有許多教會和弟兄姊妹都帶著禮物 ( 給大屠殺生還
者 )，及金錢奉獻 ( 支持猶太人歸回 )，到耶路撒冷獻上為感恩祭，我
們也在每一個獻祭中深深被神的愛和同在觸摸，走過歡樂的耶穌船
上感恩祭 ( 由曾惠香牧師夫婦和邱德福牧師夫婦帶領 )、在耶路撒冷
獻上感動的贖罪祭 ( 由寇紹恩牧師夫婦帶領 )、使人儆醒的委身祭 ( 由
台南聖教會高敏智牧師夫婦及牧者團隊帶領），我們在住棚節最後
一天向主禱告獻求雨祭，來年 2020 求個人、教會和國家的復興，也
奉主名宣告職場使徒興起和個人職場的突破！我們在此奉主名祝福
每一位參加住棚節的弟兄姊妹在 2020 大大興旺和突破，領受主的恩
典和祝福直到無處可容。

台灣駐以色列張國寶大使夫婦特別在遊行時來與參加住棚節團的台
灣弟兄姊妹歡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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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祭

竹南靈糧堂曾惠香牧師 ( 圖左 )、
台東博愛浸信會邱德福牧師 ( 圖
右 )。感恩祭牧師們一站立在前
面分享，看見彼此教會相互扶持，
甚至惠香牧師表示：「如果大家
要給我們的，都先請給博愛浸信
會」，大家都感動。弟兄和睦同
居是何等善何等美。

今年感恩祭高潮，夫妻彼此之間
相互感恩，數算恩典中看到一對
對的夫妻在主的心意裡感動莫
名，走上恩典之路，夫妻同得那
勞碌美好的果效。

回應神所賜給我們的信心，我們
勇往向前，在彼此相伴的人生道
路上，用盡全心全力來敬拜讚美
神。( 圖中夫妻來自社團法人台
灣以色列福音差傳協會理事郭建
忠夫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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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利海面上，寇紹恩牧師全家在主前獻上感恩祭。

贖罪祭

寇牧師與我們分享教導贖罪祭信息：竭力進入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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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牧者來到主前認罪悔改禱告，我們是否願意放下自己，為著自
己常緊抓著日程表、手中的計畫無法進入安息？這是我們向主認罪
悔改的時刻。

桃園平鎮浸信會黃祈翰牧師為年
輕人禱告。

為個人、教會、城市、國家來到
主前認罪悔改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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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身祭

感謝台南聖教會高敏智主任牧師
帶領我們敬拜讚美神。
委身祭一開始，便帶下聖靈同在。

我們歡欣喜樂地來到主前，眾人
回應敬拜讚美神，神啊，祢是我
們的詩歌，是我們心所稱頌的獨
一真神！

在委身祭當中，夫妻孩子都來到
主前，二代同行再次彼此委身，
邀請神不僅堅立自己的家庭，更
是將台灣的家庭都帶到主前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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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走在主所呼召的宣教路上，
再次委身主前，更多地將自己獻
上。
( 圖中為日本宣教士 )

求雨祭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國際理事周效遠牧師帶領敬拜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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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靈糧堂羅邦明牧師帶領大家
為台灣禱告，求屬靈及經濟的雨
水，並禱告神的心意成就在台灣。
( 圖中為高雄靈糧堂羅邦明牧師 )

我的心不退卻，因我深知主的道
要成就這一切神所託付我的。基
督之家寇紹恩牧師為台東博愛浸
信會邱德福牧師祝福，邱牧師在
主前回應神禱告。

我們要一直禱告直到耶路撒冷在
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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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

利未記 23:33-44
耶和華對摩西說：你曉諭以色列人說：這七月十五日是住棚節，要
在耶和華面前守這節七日。第一日當有聖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
做。七日內要將火祭獻給耶和華。第八日當守聖會，要將火祭獻給
耶和華。這是嚴肅會，什麼勞碌的工都不可做。這是耶和華的節期，
就是你們要宣告為聖會的節期；要將火祭、燔祭、素祭、祭物，並
奠祭，各歸各日，獻給耶和華。這是在耶和華的安息日以外，又在
你們的供物和所許的願，並甘心獻給耶和華的以外。你們收藏了地
的出產，就從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華的節七日。第一日為聖安息；
第八日也為聖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的枝子，
與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的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神面前歡樂七日。
每年七月間，要向耶和華守這節七日。這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
例。你們要住在棚裡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好叫你
們世世代代知道，我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時候曾使他們住在棚裡。
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於是，摩西將耶和華的節期傳給以色列人。

撒迦利亞書 14:16-18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王─萬
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
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在他們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來，
雨也不降在他們的地上；凡不上來守住棚節的列國人，耶和華也必
用這災攻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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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主，我們感謝祢，祢賜下耶和華的節期 - 住棚節給我們，使我
們可以回想過去未得救之前如同在曠野漂流，而今有耶穌基督成為
我們的指望和應許，如同靈魂的錨又堅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內，幫
助我們能看到這世界的短暫和不可靠，能體會到祢的國是不可震動
的永恆的國，因此我們的心更向著我們真實的永恆家鄉；感謝主，
我們能享受祢所賜福的節期及屬靈盛宴，並與我們的屬靈長兄一起
歡慶住棚節，求主按著祢所應許的，我們上到耶路撒冷守住棚節，
祢就賜下復興的雨水在我們的國家、教會和家庭，並賜下經濟祝福
的恩雨在我們的職場！更求主繼續使用我們能以基督的愛融化長兄
的心，並且代表基督徒與猶太人和好及合一，禱告奉主耶穌的名求，
阿們！ 

（歡迎轉傳並註明出處）

認識台灣 IC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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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