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自耶路撒冷視野—冠狀病毒 

 

 

作者：ICEJ 總裁 猶根布勒博⼠ 

 

 

 

三月初，我從德國返回以色列，這兩個國家的電視和新聞網

站上都充斥著冠狀病毒的相關報導，以及分析該病毒對社會、

公共衛生、全球經濟和國際旅遊的影響。在我返家的當天，

以色列政府決定，只要從某些歐洲國家（包括德國）入境以

色列，每個人都需要居家隔離 14 天。因此在過去幾天，我

有更多機會禱告與思考，隨著冠狀病毒對世界各國的衝擊，

幾乎每天都在創新高，而這種全球威脅對教會和以色列的意

義是什麼。我在隔離兩週時間進行到一半時，寫下這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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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微小的病毒，小到不足一微米，卻能讓股市大跌，全球

經濟嚴重受挫，國際旅遊幾乎完全停擺。許多人和各國都懷

抱著懼怕，對於可能的全球大流行病深感憂慮。民眾最常聽

到的建議就是要勤洗手，因為大家認真看待這事，導致歐洲

醫院消毒用品大量遭竊。 

 
1.) 自潔的要求 

西方文化養成定期洗手的習慣，其實不如我們想像的早，頂

多是在 150 年前才開始。原因是當時欠缺對細菌病毒的認

識，也不瞭解他們在疾病傳播中扮演的角色。當時一名匈牙

利醫生伊格納茲·塞麥爾維斯（Ignaz Semmelweis；1818 - 1865），

在布達佩斯的婦產科醫院工作時，發現只要醫生在接生前，

用含氯的消毒液洗手，產婦受感染死亡的機率就會大大降低，

他也被稱為媽媽救星。  

 



但是自有文獻記載，最早擁有個人潔淨傳統的民族就是猶太

人，也因為這項傳統，猶太人在「黑死病」疫情中受創最小。

與廣大歐洲的文化不同，猶太人仍維持著吃飯前洗手的聖經

教導；這對他們的外邦鄰居來說，簡直匪夷所思，還引發了

各種陰謀論和一連串反猶太主義的暴力事件，甚至導致數千

名歐洲猶太人喪生。 

 
然而這項自潔傳統可追溯到猶太民族最初期，從以色列人領

受摩西律法開始。當時神要求祭司在按立祭司之前，要先用

水浸身（出埃及記 29:4）；他們在進入會幕事奉神之前，也

需要在會幕前的洗濯盆洗手洗腳（出埃及記 30: 17-21）。 

 
神的百姓瞭解，這不只是身體上的自潔儀式，更反映深層的

真理—就是我們需要在心靈上自潔。在詩篇 24 篇 3-4 節中，

大衛呼求說：「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

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 

 
神透過先知以賽亞提出警告，他不再容忍以色列百姓事奉、

獻祭和唱詩讚美，因為「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以

賽亞書 1: 15）先知在這段經文所指的，很顯然不是身體上的

血，而是指祂百姓所犯的罪。 

 
先知約珥要百姓「在錫安吹角」，招聚神的百姓起來悔改，

尋求神的面，因為「或者他轉意後悔，留下餘福…」（約珥

書 2: 1, 14）。 

 



因此我們應該將冠狀病毒解讀為天上的角聲吹響，呼籲我們

起來尋求神，鑒察自己的心。我們需要追隨耶穌的弟弟雅各

的建議，「你們要親近神，神就會親近你們。你們這些罪人

哪，當使你們的手潔淨！心懷二意的人哪，當使你們的心純

潔！」（雅各書 4: 8）。 

 
耶穌的教導強調，清潔的心比個人的衛生習慣和洗手更重要，

因為我們的心才會污穢人、欺哄人（馬太福音 15:16-20）。 

 
當然，這「不表示」，我們可以輕忽所有關於這個病毒的實

際建議，或是衛生法規的要求（正如我家人目前正遵守以色

列的規定）；而是表示，我們需要同樣看重自己的心，甚至

更要潔淨自己的心，因為心才會影響我們的屬靈生命。 

 
2.) 全球震動的時刻 

今年二月初，全球事工的許多重要幹部來到耶路撒冷，參加

我們舉辦的 ICEJ 40 週年策略會議。在一場禱告會中，ICEJ 董

事會成員與挪威事務部主任達格·烏維·猶里歐森（Dag 

Øyvind Juliussen）分享最近幾個月，神透過哈該書第二章大大

對他說話，在這段經文中，這位先知宣告：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

滄海與旱地。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我就使

這殿滿了榮耀。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哈該書 2: 6-7，

同時參考第 21-23 節） 

 



希伯來書 12 章 27-29 節的書信內容也引述這段預言，也就

是天上地下的掌權者與各體系都要經歷震動。就在耶路撒冷

聚會幾週後，全世界的確經歷了震動，也帶來了許多意想不

到的結果，例如以色列不允許觀光客入境。 

 
這些先知性預言的震動將帶來劇烈的影響，耶穌也警告：「人

們預料到將要臨到世界的事，就嚇得魂不附體；因為諸天的

各勢力都將被震動。」（路加福音 21:26） 

 
當前的震動帶來了各樣效應，經濟危機已超出想像，逐漸在

世界各地浮現。一些新聞來源顯示，冠狀病毒造成班機取消、

貨物無法送達等經濟損失，已高達約一兆美金。這不單只是

一項數據，而是真實地影響到所有人。例如，以色列航空已

讓多數員工放無薪價，而且飛機大多已停飛。科技大廠蘋果

一月份和二月份股價大幅重挫，由於手機零件都是在武漢地

區生產製造，已無法交貨。英國週刊《旁觀者》（The Spectator）

評估這場危機，將讓全球化面臨崩解，至少是暫時性的。 

 
冠狀病毒的危機確實暴露出全球貿易體系的脆弱，這也可能

是啟示錄中提到那大日子的預表，到那時全球體系將走向終

結，因為「倒塌了！大巴比倫倒塌了」（啟示錄 14:8）。 

 
同樣地，先知哈該描述如此的震動，是正在神的殿中釋放一

個新的榮耀；也就是說，當世界處在動盪不安時，神的國在

地上就會愈加強盛。冠狀病毒的爆發也帶來了正面的結果，

目前伊朗爆發冠狀病毒的嚴重疫情，據報導，約有 7 萬名受

刑人從監獄中獲釋，其中有許多是遭受逼迫的基督徒。 



類似的震動將釋放對神的渴慕，教會需要隨時做好準備。

在哈該書提到的這段經文，在希伯來書第 12 章中，又是

以不同的方式描述。在經文中提到，當震動來臨時，將震

動那些能夠被震動的，同時又顯明那些不被震動的事（希

伯來書 12:27ff）。 

 
這段經文最後呼籲大家作為結語：「所以，我們既得了不

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敬畏的

心侍奉神，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希伯來書 12: 28-

29） 

 
3.)  這只是個預兆 

在讀了神的話和收聽新聞報導後，我不禁認為，這個事件只

是未來將要發生之事的小小預兆。舊約希伯來先知和新約中

都提到，到那時，神要嚴厲審判這世界一切的不義和悖逆神

的行為。 
 

 

 



如果有人在 2020 年 1 月初，用 Google 搜尋「Corona」這

個關鍵字，得到的結果可能是墨西哥啤酒品牌可樂娜，或是

日全蝕現象發生時出現的日冕圖片。這種現象是當太陽完全

被月亮遮住，在月球周圍形成一個火環，產生了發光的（冠

狀）日冕。人肉眼看到的只是太陽最外圈，並非太陽本身。

在禱告中，我忽然領略，這正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冠狀病

毒大流行本身不是審判，而是如果這世界不悔改，將面對更

大災難的先兆。瘟疫來到，要毀滅這地，而人卻不願悔改（啟

示錄 9:18-21）。然而這也是一項提醒，知道如今仍是恩典時

代，是因著「凡求告耶和華名的，就必得救。」（約珥書 2: 

32；使徒行傳 2:21）對教會而言，這次大流行是一記敲響的

警鐘，讓我們更瞭解現今所處的世代與季節，並採取因應措

施。 

 
在此，容我提出下列建議。這些建議不應取代您國家衛生單

位要您採取的合理行動，但我們需要將危機化為契機： 

 
A.) 親近神，省察自己的行為，必要時就該洗手。讓我們

鑒察自己的心，恢復我們與神的關係，因為神乃是「烈

火」（希伯來書 12:29；雅各書 4:8）。使徒保羅談到這

末後的日子，提醒我們：「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銷化，

你們為人該當怎樣聖潔，怎樣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

來到！在那日，天被火燒就銷化了，有形質的都要被烈

火熔化。」（彼得後書 3:11-12）。 

 
 



B.) 在這個震動的時刻，讓我們謹記神是永不改變的，我們

的生命都在祂手中，祂告訴我們「不要害怕，因為我與

你同在」，正是這充滿黑暗與挑戰的時刻，我們的光要

照的更明亮。人都在看我們，讓我們如光發出，仰望這

位復活的主。 

 
C.) 我們需要明白，我們現今所處的世代，將會有更多的震

動臨到，因此我們需要建造穩固的根基。耶穌在路加福

音提醒我們：「一有這些事，你們就當挺身昂首，因為

你們得贖的日子近了。」（路加福音 21:28）的確，耶

穌來的日子近了！ 

 
D.) 耶穌鼓勵祂的門徒要看重禱告，才能通過這些日子的

考驗。「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

一切要來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加福音 21:36）

讓我們今天就下定決心，願意前所未有地花更多時間禱

告、尋求神。 

 
E.) 使徒保羅提醒我們，神先知性的話語要成為黑暗時刻的

那盞光。「我們並有先知更確的預言，如同燈照在暗處。

你們在這預言上留意，直等到天發亮、晨星在你們心裡

出現的時候，才是好的。」（彼得後書 1:19）。神的話

在這些變動的時刻，成為我們生命的明燈與指引。確保

使神活潑的話語成為您的每日靈糧。 

 
 



F.) 最後，此刻是絕佳時機，按著神的心意與以色列同站立。

這個國家因為冠狀病毒的關係，設下許多嚴格的限制，

意在拯救生命。特別在這段健康危急時刻，年長者（包

括許多猶太大屠殺倖存者）更容易受到隔離措施和種種

限制的影響。猶太新移民仍可以歸回（Aliyah）以色列，

但他們也必須接受為期兩週的居家隔離。我們的 ICEJ 

AID團隊已接到當地慈善機構的要求，希望協助他們進

行各項計劃，在這樣的嚴峻情勢下，為那些受創最深的

人提供協助。請幫助我們達成這個迫切需要。 

 

 

呼籲起來禱告！ 

 

過去幾週，因為冠狀病毒的威脅，國際旅遊（包括到以色列

旅遊）遭受重創。以色列回應威脅的做法，較其他國家更為

嚴格，包括要求所有入境以色列的旅客都要接受兩週的隔離，

也取消大型的公共活動，例如在耶路撒冷舉辦的馬拉松活動。

我們深切期盼，當我們 10 月初舉辦住棚節慶典時，這些限

制都將解除，耶路撒冷的生活都能恢復正常。不論情勢如何

演變，誠如撒迦利亞書 14 章 16 節所說的，我們希望能夠

「守住棚節」！我們想邀請您們，加入我們誠心禱告的行列，

為今年的住棚節，也為冠狀病毒疫情能夠完全止住，且威脅

盡快解除禱告。 

 
 
 



今年 ICEJ住棚節慶典有其特殊的意義，因為今年剛好是我們

在以色列事工 40 週年。因此我們需要格外的智慧與先見，

妥善規劃這次的特殊慶典，並因應當前情況帶來的挑戰，適

時調整時程。求神讓我們在規劃今年住棚節慶典時，有「基

督的心」（哥林多前書 2:16）。也禱告能有合適講員和敬拜

主領，願意來到耶路撒冷，參與今年住棚節聚會的服事。讓

以色列人從這些來參加住棚節表明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身

上，蒙受特別的福分。 

 
此外，我們也希望你們能夠為神大大做工禱告，能提高存活

率，消除因冠狀病毒帶來的懼怕與痛苦。在這個全球危機的

時刻，願神的旨意能夠成就在地上。為這些醫學專家和政府

單位能夠快速控制疫情，消弭疫情對全球公共衛生帶來的威

脅。最後，求神幫助以色列，讓這個國家能夠找出解決之道，

化解病毒威脅。 
 

 

為「ICEJ 緊急救援專案基金」奉獻 

 

ICEJ 設有常設基金，能夠在以色列出現危機時，因應緊急的

需要，如當今的情況。目前，有許多以色列家庭正在接受強

制隔離；政府單位也建議年長者和其他弱勢群體能夠待在家

中。猶太新移民還是能夠（Aliyah）歸回以色列，但他們必須

接受兩週的居家隔離。為了因應需求，我們將和以色列當地

的慈善機構合作，為那些受困家中的人（包括一些猶太大屠

殺倖存者），提供遞送食物到府服務和供應其他必需品。 

 



我們明白冠狀病毒儼然成為全世界眾多國家的棘手問題。但

我們仍希望給您一個機會，展現您對以色列的愛與關懷，能

夠在這個全球危急的時刻，為這些需要幫助的以色列人提供

食物與照顧。這個呼籲是基於安提阿外邦信徒所立下的榜樣，

如同使徒行傳第 11 章的記載，門徒被稱為「基督徒」，是

由他們開始。在羅馬皇帝克勞迪統治時期，一場大飢荒影響

了整個羅馬統治地區，雖然這些外邦信徒也有自己迫切的需

要，但安提阿的這些耶穌跟隨者仍定意，首先「送去供給住

在猶太的弟兄。」（參看使徒行傳 11:26-30） 

 
請您考慮奉獻，幫助我們為受困家中的以色列人提供食物與

照顧。我們希望在這場病毒恐慌事件落幕之前，這些家庭和

年長者能獲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雖然您的國家也正在面對

冠狀病毒帶來的危機，仍感謝您持續關心以色列。 
 

為「ICEJ 緊急救援專案基金」奉獻 

https://p.ecpay.com.tw/B7025 

(可點擊連結參與奉獻) 

 

詩篇 24:3-6 

誰能登耶和華的山？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不

向虛妄、起誓不懷詭詐的人。他必蒙耶和華賜福，又蒙救他

的神使他成義。這是尋求耶和華的族類，是尋求你面的雅各。 
 

路加福音 21:36 

你們要時時警醒，常常祈求，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 

https://p.ecpay.com.tw/B7025


親愛的天父，求祢在這些時候繼續做純淨清潔的工作在我們

的內心，任何渣滓、殘缺不潔淨的求祢顯明，好讓我們以聖

潔的妝飾來敬拜祢。我們渴望祢，更多地親近祢，幫助我們

看到的不是這可震動的國，乃是看見在祢那裡無可震動的國，

好叫我們心存盼望，時時警醒，常常祈求。我們為著祢心所

愛的以色列再次地交託仰望祢，求祢顧念這些弱勢群體猶太

長兄的需要，使他們看見華人基督徒對他們愛的行動，以彰

顯天父祢沒有忘記他們永不離棄他們的愛，使用我們成為祝

福的出口，好讓這些時刻，我們不僅更多時間禱告尋求祢面，

也成為這世上的光與指引，將人帶到祢的面前。天父，願我

們更多猶太長兄得蒙耶和華賜福，因蒙拯救的神使他們成義。

願父的心得以滿足，禱告是奉靠主耶穌聖名祈求，阿們。 

 

 

 

 

 



綜觀以色列政局 
 

撰文：陳錫安 

 

一個微小的病毒不僅令人致死，更是撼動了全世界，其中也

包括以色列內閣政府，就連 3月 16日第 23 屆國會議員任職

宣誓，也因著冠狀肺炎疫情，國會議員只能一次一位宣誓，

議會廳看來只有三位，分別是總統、議長與宣誓的國會議員；

從建國以來，首次以這種方式來宣誓就職。 

 

 

2020 年 3 月 16 日，第 23屆以色列議會宣誓就職時，由於受到冠狀

病毒的限制，幾乎看到了一個空的會議廳。在國會議員宣誓就職前，

我們看到圖中，左邊是甘茨（Benny Gantz），中間背對鏡頭是納坦雅

胡，總統與議長並書記官分別在前方向這兩方發表談話，希望能為百

姓著想，共組一個聯合政府。（Creidt: Gideon Sharon /以色列議會發

言人） 

 



因著新冠狀肺炎在以色列的疫情蔓延，政府需要動用許多的

預算來填補可能造成不僅在製造、貿易與旅遊觀光業、民生

經濟上的損失，包括教育、與國民的生活在在都被威脅著，

政府需要有內閣政府來穩住局勢，納坦雅胡總理邀請甘茨因

應這次疫情緊急組建臨時政府，這個時候誰會說不，就是那

俎上之肉；甘茨當然是願意赴約，坐下來好好協商這個臨時

政府怎麼來運作，大家都有共識，先解決穩住疫情，之後再

解散這臨時政府，各歸各位，重新來過。 

 

 

以色列里夫林總統與納坦雅胡和甘茨會面，商討緊急組建臨時政府，

以因應新冠狀肺炎疫情。(Photo: GPO) 
 

 

如果你總是搞不清楚以色列政局，稍不留意，馬上就翻盤，

不用擔心，你絕對不是這唯一搞不清楚的人。現在的勝利不

是勝利，然而我們現今可以看見所有政黨，除了納坦雅胡所

屬的利庫德政黨與猶太宗教聯盟政黨之外，其他的政黨目前

是都靠攏一起聯盟著處心積慮將納坦雅胡逐出總理一職。 



甘茨已經確定得著超過 61 席位國會議員的支持，並於 3 月

16日經由里夫林總統正式邀請，授權在為期四週內來組建內

閣政府，這是甘茨在 9月大選後未能成立政府之後第二次接

受任命；接下來，在組建內閣政府期間，席位超過 3.25%的

門檻的各個政黨，是否願意讓甘茨買單，推派部長來組建內

閣，是所屬重點；而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政黨內有國會議

員是支持恐怖份子在加薩攻擊以色列的行為，並中心思想是

奪回耶路撒冷成為巴勒斯坦的首都」與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

政黨，這次雙方能夠力挺甘茨，雖說不是握手，但在某個層

面上能夠聯手，令部份人士感到詫異；其實，也不感意外，

畢竟能夠促成他們聯手的橋樑就是：不再納坦雅胡！是的，

這股仇恨與絕對，促使雙方死對頭不對盤的政黨而聯盟，共

推翻納坦雅胡政權。 

 

 

2019 年 10 月 23日，當時甘茨獲以色列總統邀請授權組建內閣政府。

(Photo Credit: Yonatan Sindel / Flash 90) 



週一（3/16）就在甘茨離開總統官邸後，開始與工黨、梅雷

茲黨並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黨魁聯絡，並與其見面商談。

而當甘茨打電話給宗教政黨各黨魁以及國防部長拿弗他利．

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希望能見面商談內閣政府時，

是被拒絕的；班奈特甚至呼籲甘茨加入由納坦雅胡領導的內

閣政府，並表明「直到你的政黨脫離支持恐怖份子的阿拉伯

聯合名單政黨，我才會見你。」而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同時

也表態，我們推薦支持甘茨組建內閣，是要一個中央左翼政

府，我們絕對無法加入支持一個藍白政黨和利庫德政黨共組

的聯合政府。縱使目前甘茨擁有一半以上的國會議員支持他

組建內閣政府，但並不意味著甘茨能夠召集足夠的國會議員

同意他的內閣政府。右翼與左翼各方彼此的對立，立場無法

妥協，考驗著甘茨組建內閣的能力。 

 

 

以色列國防部長拿弗他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Credit: Israel 

Hayom) 



據以色列當地媒體耶路撒冷郵報報導，納坦雅胡總理與甘茨

並理夫林總統三方已經坐下來秘密會談，就在甘茨於總統官

邸，正式接受里夫林總統授權組建內閣政府當日。雙方都表

示，就所談的內閣組合以及納坦雅胡和甘茨總理辦公室輪替

交換的時間等，彼此共識差距不大。而另一方面，納坦雅胡

的政治顧問與藍白政黨四個主要領袖之一的加比．艾希肯納

齊（Gabi Ashkenazi）也開始商討會面。儘管組建緊急臨時

政府正在進行中，在這過渡期間，預計甘茨藍白政黨將任命

一名成員為以色列議會議長，並通過立法，以防止被起訴的

政客「他們口中的政客就是納坦雅胡」組建新政府；也就是

說，之後，如果該國被迫舉行第四次選舉，那麼這項立法將

阻礙納坦雅胡獲勝的機會。 

 

目前的情勢而論，儘管甘茨組建新政府的機會微乎其微，但

接受里夫林總統的授權任命組建內閣，確實可以加強他與納

坦雅胡在談判聯合政府當中的地位。 

 

甘茨的聯合政府，是不是為恐怖份子開了一道大門？還是這

不過是在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合一中間的進程？我們真不得

而知，但我們知道神掌權，必在以色列這個國家當中作王掌

權，而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合一，也一定是建立在耶穌基督

磐石上。「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

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

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

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

遠。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以賽亞書 9:6-7） 

 



任何的聯盟離了耶穌，終有一天昭然若揭，都會被拆毀，按

著神的心意重新建造；依照目前的情勢來看，人的手所做的

是要將納坦雅胡絕對性地趕出，無法連任總理；若納坦雅胡

到最後是贏家，我想只有神來之筆才能連任。若不然，法案

一通過，背負著受審案件，縱使尚未確定裁決，這位 BIBI是

無法繼續連任。而這是不是神的心意，神要哪一位來治理以

色列，讓我們以守望的心，禱告的行動來拭目以待。重要的

是，百姓是不是少受點苦，過程中能夠體會與滿足父的心，

那該是有多好！讓我們繼續關注，為以色列平安禱告。 

 

以賽亞書 5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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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來書 12:28-29 

所以我們既得了不能震動的國，就當感恩，照神所喜悅的，

用虔誠、敬畏的心事奉神。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感謝 Eyal Asaf 提供照片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以色列政局繼續仰望祢，幫助屬神的

兒女們所仰望的不再是這地上的國，乃是我們得了這不能震

動的國，所預備是祢再回來的道路。等候祢回來之時，幫助

祢的新婦教會修築預備道路，天父為以色列挪去一切的絆腳

石，特別是詭譎的政局當中，祢在其中作王掌權，任何違背

祢，從人手所建造的，都要被拆毀，祢在國中重新建造。天

父，建造祢的百姓，使祢的百姓時時感恩，照神所喜悅的，

用虔誠敬畏的心來事奉祢，特別是在以色列政局中，所有以

宗教來轄制這個國家的權勢，求祢來震動並瓦解，在過程中，

不容其他惡者見縫插針，祢是烈火，求祢敗壞惡者想要使用

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的權勢進入以色列猶太政府的詭計，我

們所看重的不是國會議員席次問題，因為我們不是與屬血氣

的爭戰，而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我們禱告天父瓦解敗壞仇敵使

用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的權勢來傷害猶太人，我們奉主的名

祝福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在猶太聯合政府裡面，蒙恩寵，得

憐恤，願 15位阿拉伯國會議員能夠聽聞福音，回轉歸向神，

成為為主預備道路之人。天父，我們也為著臨時政府有智慧

禱告，能夠安慰百姓，給予幫助。求祢睜眼看側耳聽，我們

華人在這裡的呼求，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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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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