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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發展延緩老化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TOI  

 

以色列醫生聲稱純氧療法研究 

可「逆轉」老化問題 

 

薩依．埃弗拉蒂 (Shai Efrati) 表示，65 歲以上的志願參與者，

在特殊氧氣艙內完成療程後，大腦變得更加敏銳。其中一名

志願參與者表示：「我以健康之軀參與這項實驗，但離開時

更生龍活虎。」 

 

 
位於高壓艙內的受試者，使用與以色列研究人員在老化研究中相仿的高壓艙。

(shutterstock) 

 

 



 

一名以色列醫生表示，他已找到如何「逆轉」大腦中衰老問

題的解方，並在志願參與者身上成功試用。他表示，問題的

答案一直在我們的眼前，就是氧氣療法。 

 

薩依．埃弗拉蒂(Shai Efrati)聲稱，他發現當 65 歲以上的健康

成年人接受特殊的氧氣治療時，不只認知功能獲得改善，而

且大腦組織的功能也有提升。 

 

埃弗拉蒂不只是特拉維夫大學 (Tel Aviv University) 副教授，

也是鄰近里雄萊錫安 (Rishon Lezion) 的茨利芬 (Tzrifin) 地

區所在沙米爾醫學中心 (Shamir Medical Center) 的資深醫師，

他表示：「氧氣治療可用來逆轉衰老，同時提升認知功能，

而不只能夠延緩老化。」 

 

埃弗拉蒂對《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 表示：「據我

所知，這是首度以生物學介入，改善正常老年人年齡的大腦

生理現象；老化引發的衰退現象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 

 

其中一名參與實驗的志願者，現年 69 歲的阿維·拉比諾維奇

(Avi Rabinovitch)表示，「他以健康之軀參與這項健康研究，

而且離開時又更生龍活虎」，他補充道，他在記憶力和認知

方面都獲得改善。 

 



 

 
位於沙米爾醫學中心薩戈爾 (Sagol) 高壓醫學研究中心 (Hyperbaric Medicine 

and Research) 的高壓艙。(courtesy of Sagol Center) 

 

埃弗拉蒂(Efrati)招募了 63 名 65 歲以上的受試者，對他們進

行核磁共振影像(MRI) 掃描並測試他們的認知能力。然後，

給他們當中一些人進行為期 60 天療程。在這段時間，規定他

們每週在高壓艙內待 2 個小時，每週五次，有時會讓他們呼

吸純氧。 

實驗結束後，沒有進入高壓艙的人與開始時的核磁共振影像

結果相去不遠，而且認知能力也相差不大。但是埃弗拉蒂的

報告顯示，那些接受氧氣治療的人，則出現顯著差異，且在

六個月後再接受測試，都發現功能皆有改善。 

 



 

 
進行高壓氧治療的患者戴上口罩。(iStock) 

 

提供純氧療法的想法並不是最近才有，世界各地皆有使用高

壓艙來治療包括減壓症，氣栓和燙傷。然而，美國食品藥物

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警告，使用這些高

壓艙可能會帶來關節疼痛的風險，甚至有癱瘓之虞。也擔心

高壓療法可能被「吹捧」為「共通療法」。 

 

埃夫拉蒂是沙米爾底下薩戈爾 (Sagol) 高壓醫學研究中心 

(Hyperbaric Medicine and Research) 的主任，薩戈爾是全球其

中一所最大的高壓醫學中心，每天治療超過 200 名病患。 

他表示，在他的研究中，是讓健康的成年人根據他在以色列

診所治療傷口，燙傷和其他病患發展出的中斷開始  (Stop-

Start) 療程，在高壓艙內為這些人供氧。 

 

 



 

埃弗拉蒂表示，這項療法會讓血液中的含氧量明顯增加，他

同時建議以間歇方式增加氧氣濃度，會誘發細胞再生時所需

的介質「傳導機制」和細胞機制，產生增生現象。他認為，

這就表示氧氣濃度的上下波動，會誘發細胞的再生機制。這

種機制通常是在缺氧 (Hypoxia) 情況下會產生。但他的治療

做法會讓身體「誤以為」自己處在缺氧狀態，而不會對身體

造成危害。 

 

他決定讓健康的成年人嘗試這項做法。因為隨著個人年齡的

增長，血管對大腦輸送的氧氣會變少，因此他認為高壓療法

可以改善這個現象。 

 

他表示：「小血管栓塞的形成，類似於「老」屋管路中可能

發生的堵塞現象，這也是人類衰老過程中會出現的必然現象。

我們因此猜測，高壓氧療法可能會改善老年人口中的大腦表

現。」 

新聞日期：2020/7/15 

 

撒迦利亞書 8:20-2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列國的人和多城的居民來到。

這城的居民必到那城，說：我們要快去懇求耶和華的恩，尋

求萬軍之耶和華；我也要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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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帖撒羅尼迦前書 5:5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

不是屬幽暗的。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以色列研究延遲老化造福老齡人口向主

獻上感恩，求主繼續恩待此項活氧療法能夠普及化，幫助許

多老齡者有健康身體甚至減少失智患者。求主記念此項研究

發展，使將來許多列國百姓和多城的居民都要來到這裡懇求

耶和華的恩，列國看見以色列蒙受主恩就來尋求萬軍耶和華，

願神賜福以色列這番研究團隊成為白晝之子，行在光明中，

祝福列國，好教更多的年長者因著活氧療法蒙恩賜福。禱告

奉靠主耶穌聖名，阿們。 

 
 

 
你說：你們當尋求我的面。那時我心向你說：耶和華啊，你的面我正要尋求。

（詩 27:8) 

 



 

新冠病毒得來速檢測 15分鐘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Jewish Press News Desk  

 

駕車進行冠狀病毒檢測只需時 15 分鐘 
 

 
在盧德的冠狀病毒駕車檢測試點計畫。 

 

為了對抗冠狀病毒傳播，也為了縮短取得檢測結果所需的時

間，以色列衛生部 (Health Ministry) 與紅大衛盾會 (Magen 

David Adom) 開始與以色列健康維護組織 (HMO) Mehuedet

和以色列健保組織(Clalit)合作，在盧德 (Lod) 進行駕車檢測 

(Drive & Test) 的試點計畫。 

 



 

現在要在以色列取得冠狀病毒檢測結果，依據檢疫室工作量

和每日疫次數，平均需要 48 到 72 小時的時間。以色列衛生

部希望將等待時間縮減到 15 分鐘。 

 

週三(7/15)的試點啟用是在盧德的紅大衛盾會(MDA)駕車檢

測點進行，以色列衛生部長尤利．埃德爾斯坦(Yuli Edelstein)

和衛生部次長約阿夫．基施(Yoav Kisch)也親臨現場。這兩人

從一開始就不遺餘力地推動這項計畫。紅大衛盾會(MDA)是

以色列的緊急醫療和血庫服務機構，被選中在檢測設施建立

專門的行動檢疫室，並採用由蘇菲亞實驗室 (Sophia Lab)開發

的技術，該實驗室是隸屬於提供包括手機行動銀行 (Mobile 

Phone Banking)和加密貨幣(cryptocurrency)在內服務的金融

科技單位。 

 

 
2020 年 7 月 15 日，由左至右：衛生部長尤利．埃德爾斯坦、衛生部次長約阿

夫．基施和紅大衛盾會總幹事以利．賓 (Eli Bin) 在盧德的冠狀病毒駕車檢測試

點啟用地。(Credit: MDA spokesman) 

 



 

這個檢疫系統融合了速度和機動性的創新技術，可以更快適

應使用中的具體位置，例如療養院，軍事基地，機場，當然

還有您隨插隨用自己的測試結果。 

 

個人可以在醫師的轉介下來到駕車檢疫點，該單位會要求他

們接受兩項檢測，包括一般檢測，以及另一項需要送交快速

實驗室的檢測，以便進行最終結果的比對。專屬的計算平台

可監控檢測過程、解密次數和治療進度；並將這些檢測結果

轉送到以色列衛生部，然後對這些結果進行評估，以決定新

技術是否可產生可靠的結果。 

 

 

 
在盧德實行冠狀病毒駕車檢測試點。(MDA spokesman) 

 

 



 

紅大衛盾會醫學主任拉斐爾．斯特魯戈博士  (Dr. Rafael 

Strugo)表示：「我們相信，藉由紅大衛盾會與以色列衛生部

之間的合作，這樣的試驗性做法可在現場就取得檢測結果、

縮短等候時間，不論對於檢疫人員和病患來說，檢疫過程將

會更有效率且更簡便。而且快速的檢疫結果能擴大檢測範圍，

從而更有效追蹤並管理病毒散播情形。」 

 

以色列衛生部長尤利．埃德爾斯坦表示：「最近幾天，我們

每天的檢疫量已突破 3 萬人大關，有一部分要歸功於『我的

產業』(My Heritage) 實驗室加入運作行列。到了冬天，我們

必須明顯增加檢疫次數，並縮短檢測時間。這些做法將有助

於打破感染傳播途徑，為此衛生部將持續努力不懈。 

 

紅大衛盾會總幹事以利．賓(Eli Bin)表示：「我們恭喜衛生部

長和次長，能夠開始運用最新技術從事試驗性工作，這項技

術將協助參與這項任務的所有人員，縮短對公民的回應時間，

這是以色列對抗冠狀病毒在全境擴散不可或缺的一環。目前

感染人數正持續攀升，因此我們將持續站在對抗病毒擴散的

最前線。我誠摯希望，試驗結果能有助於大幅縮短等候時間，

並為未來的患者提供快速診斷，以期為整體經濟帶來正面效

應。」 

 

新聞日期：2020/7/16 

 

  



 

詩篇 143:11，91:3 

耶和華啊，求你為你的名將我救活，憑你的公義，將我從患

難中領出來。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 

 

羅馬書 8:11 

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裡，那叫基督

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使你們

必死的身體又活過來。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有新型快速的檢疫據點向祢獻上感恩，

我們禱告祢以憐憫為念，恩待以色列新冠肺炎疫情能夠快快

止息，救離百姓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疫，使百姓謙

卑尋求祢面，禱告聖靈運行在以色列全地中，好教百姓因著

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住在百姓裡面，藉著聖靈與主同死同

復活；天父，我們禱告因祢的名將以色列眾多百姓救活，憑

祢的公義，將百姓從患難中領出來。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

阿們。 

 

  



 

以色列疫情經濟援助計畫 

翻譯：莊堯亭|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24News 

 

來自以色列報導：高層官員質疑 

納坦雅胡的流行病援助計畫案「效能低落」 

 

 
2020 年 6 月 10 日，以色列外交部長加比．艾希肯納齊(Gabi Ashkenazi)在耶路撒

冷外交部裡戴著口罩。(Credit: Olivier Fitoussi/Flash90) 

 

 

納坦雅胡的全民援助計畫案是向全以色列人伸出援手，不只

是針對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 

 

周四(7/16)，以色列中央銀行行長與聯合政府高層人士對總

理納坦雅胡的全民經援計畫提出批評。此計畫的目的是刺激

疫情期間的經濟成長。 



 

依照納坦雅胡於周三(7/15)公布的計畫案，有子女的家庭可

以拿到一次性從 2,000到 3,000舍克勒(17,000-26,000新台幣)

的補助款。其他 18 歲以上的市民則可以拿到 750 舍克勒(將

近 6,500 新台幣)。 

 

以色列央行行長雅隆(Amir Yaron)與外交部長艾希肯納齊都

表示，將以色列最窮困市民列作優先幫助目標，一個更精準

且分層的援助計畫案，才能在解除疫情危機的道路上走得更

遠。 

 

「我相信一定有更好、更有效率的方式增加市場需求，」雅

隆告訴以色列軍人電臺(Army Radio)。「我們的安全網已經到

位，現在需要增加市場需求，然而我認為有更好的方法可以

達到這個目標。」 

 

艾希肯納齊同樣透過以色列軍人電臺發表看法，艾希肯納齊

所屬的中間路線「藍白政黨」(Blue and White party)與納坦雅

胡的「利庫德政黨」(Likud)組成聯合政府，他表示會透過政黨

力量嘗試修正納坦雅胡的計畫，讓這些錢能夠「交到受災之

人的手上而非沒有需要之人的手中」。 

 

預期援助計畫案可能會招致的批評，納坦雅胡在周三(7/15)

發表談話表示，「一旦我們開始爭論領取資格的標準，真正

要落實援助計畫就會耗費太久的時間。」 

 

新聞日期：2020/7/17 

  



 

申命記 28:8 

在你倉房裡，並你手所辦的一切事上，耶和華所命的福必臨

到你。耶和華你神也要在所給你的地上賜福與你。 

 

路加福音 1:52-55 

他就有權柄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為要記念亞

伯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

所說的話。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以色列援助經濟救援計畫來到祢面前

禱告，求主恩待憐憫以色列目前百姓狂妄敵對政府的行為，

我們禱告天父止息國內一切的紛爭，保護這個國家，在振興

經濟與援助計畫中，有耶和華的福氣賜福這個國家，祢叫飢

餓的得飽美食，叫政府那有權柄在高位的能體恤貧窮中無望

的百姓。願神恩待納坦雅胡總理與各個經辦此援助計畫的內

閣部長有合一拯救百姓的心志，無論在倉房，並手所經辦的

一切事上，都有神的祝福，百姓蒙恩。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

阿們。 

 

 

 

  



 

以色列：持續經歷神蹟 

 
作者：ICEJ 總裁 猶根布勒博士|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

好像做夢的人。(詩篇 126:1) 

 

2020 年一開始的前幾個禮拜，對以色列人來說，的確感覺就

像一場夢。在以色列宣布獨立後 72 年，也是全世界和以色

列共同紀念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解放 75 週年。以色列

果真就像鳳凰般在浴火後重生。從猶太歷史最低點，在猶太

人大屠殺中完全失去指望；歷經 2000 年後，以色列這個民

族在 1948 年的 5 月 14 日又再度復國，如同先知以西結宣

告的：「…我必開你們的墳墓，使你們從墳墓中出來，領你們

進入以色列地。」(以西結書 37:11-12) 

 

以色列最初是在強敵環伺下開拓性農業創建的國家；過去 

72 年來，猶太企業成了現代歷史中最不可思議的成功典範。

以色列在許多先進科技方面皆領先各國；只要世界各地出現

天然災害，以色列總能快速反應，成為提供迅速救援的非官

僚主義國家。雖然這幾十年來，以色列一直是個備受孤立的

國家，幾乎全世界都抵擋她。然而，這樣的情勢已有極大的

翻轉，而且就在我們眼前發生。我們看到的每一處跡象顯示，

以色列恢復的腳步不只沒有停歇或放慢，甚至加速發生更驚



 

人的變化。從今年一開始的前幾個禮拜，我們見證了幾項驚

人的發展，更突顯神如今仍持續在恢復錫安。 

 

降下歷史性大雨 

 

 

內蓋夫(Negev)沙漠出現河流。 

 

「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乾旱之地，我要將

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將我的福澆灌你的子孫。」(以賽亞書 

44:3) 

 

以色列最大且最重要的水庫是位在加利利海的基內雷

(Kinneret)，這個小型湖泊最為人詬病之處，是它的水位總是

在紅色線最低點上下徘徊，有時甚至遠低於紅色線下：到了

無水可用的地步，因此危害到以色列的淡水供應。 



 

這個持續出現的水資源危機(如同以色列的多數危機)也為這

國家帶來開創性與創新的政治決定。以色列回收了 85% 的

污水，將它用於農業灌溉，是世界各國中回收水利用率最高

的國家。最近幾年，以色列在海水淡化處理上持續領先各國；

今天以色列大部分住家和飯店房間的水龍頭出水，有 90% 

皆來自地中海沿岸的海水淡化廠，而且產水量持續在增加，

讓以色列儼然成為該地區的主要供水來源。 

 

儘管以色列擁有這些先進技術，但基內雷水庫沿岸卻持續退

縮到危險地步，危及湖泊生態的存亡。然而在過去這兩年，

我們卻看到破紀錄的降雨量，讓基內雷以最快速度達到最大

蓄水量。當水庫達到滿水位時，通往約旦河的閘門就會打開

洩洪，以防止基內雷附近城鎮遭到淹沒。去年在耶路撒冷，

我們也見證了歷史性的降雨，耶路撒冷周圍地區隨處可見河

流和瀑布。這樣的氣候不只影響加利利海，同樣也影響內蓋

夫(Negev)地區，以色列各地含水層獲得急需的水源供應，如

今沙漠一片欣欣向榮，在內蓋夫和猶大沙漠地區，經常可見

「沙漠中的河流」。 

 

以賽亞先知預見這日子的來到，不只要發生在自然界，更要

出現在屬靈層面：「因為我要將水澆灌口渴的人，將河澆灌

乾旱之地，我要將我的靈澆灌你的後裔，將我的福澆灌你的

子孫。」(以賽亞書 44:3)我們在耶路撒冷禱告，希望這不只

是自然的氣候現象，而是要發生在以色列的屬靈領域，請與

我們一同禱告。 

 

 



 

50 位來自世界各國政要聚集在耶路撒冷   

 

 

世界各國領袖在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拍攝團體照，當時在以色

列山頂上則降下皚皚白雪。 

 

「全能者在境內趕散列王的時候，勢如飄雪在撒們。」(詩篇 

68:14) 

 

唯一可與天氣相提並論的是以色列另一個歷史性事件。以色

列國土報在 1 月 23 日報導以色列境內山上出現皚皚白雪；

就在同一天，世界各國政要抵達以色列，準備參加在猶太大

屠殺紀念館 (Yad Vashem)舉辦的國際大屠殺論壇 (World 

Holocaust Forum)。 

 

將近 50 位國家元首、皇室和政府首長抵達以色列，發表一

項聯合聲明，表明每個國家都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反猶太主

義出現在自己國家。 



 

看到以色列山上降雪，讓我想到詩篇第 68 章 14 節：「全

能者在境內趕散列王的時候，勢如飄雪在撒們。」撒們山是

位在以色列中部的一座山，「全能者在境內趕散列王」這節

經文也可解讀為「當列王四散」，如同鳥兒張開翅膀。我將

這節經文給正統猶太教派朋友看，他這樣回答。 

 

我的朋友說道：「猶根(Jürgen)，這個預言的確在今天發生了。

世界各國政要來到耶路撒冷，向我們張開雙臂。他們來到這

裡，承諾將在自己國家全力支持猶太人民，不允許任何形式

的反猶太主義。」當然，他們的決心還有待未來的實際作為

證明，但這的確是歷史性的一刻。在以色列長達 4000 年歷

史中，從未有過這麼多國家領袖來到耶路撒冷，只為了表明

他們對猶太人民的支持。 

 

這些國家要展現決心，面臨的最大考驗就是，他們能否表明

反對當今世上最反對猶太人的國家—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是唯一

在談話中提到伊朗的國家元首，他呼籲國際社會應清楚表達

反對伊朗的立場。伊朗是唯一國家，主張要毀滅這世上的唯

一猶太國家(Jewish State)—以色列(State of Israel)。 

 

以色列前首席拉比耶斯雷爾．邁爾．勞(Yisrael Meir Lau)，也

是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的主席，提出近似先知的呼籲，他嚴

肅地挑戰各國元首：「今天我們都聽到你們的宣誓，我們會

記得你們所說的話。」 

 



 

他接著提醒這些國家領袖，他們都是手中握有極大權力的人：

「你們簽署的聲明將改變許多人民和國家的命運。」他告誡

這些領袖，當他們離開耶路撒冷，就應該運用手中權力為世

人帶來福祉。」 

 

坐在這個會場，親眼見證這項宣誓活動，讓我想到古代的先

知，不禁想起以賽亞書 2 章 3 節：「來吧！我們登耶和華

的山，奔雅各神的殿。…因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

必出於耶路撒冷。」對我來說，這就像那將要來日子的強烈

預兆。 

 

 

進一步的經濟突破 

 

 
地中海的天然氣田 

 

「你們必得加倍的好處代替所受的羞辱，份中所得的喜樂必

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內必得加倍的產業，永遠之樂必歸於

你們。」(以賽亞書 61:7) 



 

以色列經濟在這數十年突飛猛進，遠超出全球經濟合作暨發

展組織(OECD)各成員國的平均發展速度，在眾多領域，包括

科技產業和研究，中已成為世界的佼佼者，許多跨國企業

(Apple、Microsoft、Intel、BMW 等)皆在以色列設立研發中心，

以色列儼然成為新科技重鎮。雖然以色列擁有極佳的人才庫，

但這個國家仍極度缺乏天然資源。 

 

雖然鄰國皆擁有龐大的油田，但以色列似乎沒有享受到該地

區豐富資源帶來的財富。多年來，以色列嘗試在幾個地點探

勘石油，但最後都徒勞無功。就在幾年前，在地中海沿岸發

現大規模的天然氣田。這個天然氣田經證實蘊藏量相當豐富，

不只足夠供應以色列長達數十年的能源需求，更可讓這個猶

太國家搖身一變，成為該地區的重要能源出口國。 

 

今年一月更是到了歷史性的時刻。隨著天然氣管線正式啟用，

並開始輸送天然氣到埃及和約旦，更讓以色列的經濟又跨出

一大步，預計將帶來數十億舍克勒(Shekel)收益，為表現相當

強勁的以色列經濟，又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世紀協議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直到永

遠。」(創世紀 13:15) 

 

今年一月底，美國政府發布「世紀協議」(Deal of the Century)，

這又是另一個歷史轉折點。川普政府提出的這項新和平方案，

在許多方面有它歷史的意義。 



 

有別於過去數十年來提出的其他所有方案，這項計畫帶下了

全然不同的屬靈意義。這樣的歷史轉變，不只因為推出的這

項計畫不存在對以色列的偏見，更首次被認為對猶太國家抱

持友好態度。這也是有史以來提出最務實的方案，因為這項

方案認清了以色列永不妥協的某些既定事實，那就是歷經了

半個世紀，以色列是不可能讓數百萬的巴勒斯坦難民返回以

色列；也認清以色列絕不會放棄猶大和撒馬利亞地區的主要

定居點；而耶路撒冷永遠會是猶太國家不可分割的首都。該

方案同時為巴勒斯坦人，提供規模創歷史新高的財政刺激方

案，外加土地交換以換回他們認為失去的土地。 

 

最讓人訝異的莫過於阿拉伯世界的回應，也同樣具有歷史意

義。阿拉伯國家一反過去一面倒的反對，他們是這次首度公

開為這個計畫背書的國家。由於這項方案宣布，耶路撒冷是

猶太國家不可分割的首都，因此這項結果更讓人詫異。這樣

的發展不只突顯國際局勢的轉變，更顯示出阿拉伯世界內部

持續且明顯重大的變化。對於許多海灣國家與埃及而言，以

色列儼然成為打擊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資產，而非負債，並歡

迎以色列成為對抗伊朗這個紅色區域「伊朗根本就是個流氓

(rogue state)註一」國家的盟友。 

 

這項方案的成功與否還有待觀察。在讀過這份「世紀協議」

的主要論點後，最讓我雀躍的是，這是史上頭一遭願意完全

承認以色列在安全上的需要的方案，並讓他們主張在大部分

屯墾土地上的權利。但我同時也擔心，這項方案會根據國際

認可的邊界，讓以色列無法進入示劍和希伯崙等古老的猶太

城鎮。 



 

神提醒我，祂稱這地為「我的地土」(例如：以西結書 36:5、

以西結書 38:16、耶利米書 16:18)。另外，先知約珥也警告那

些嘗試交換以色列土地的國家，神清楚警告他們不要以身試

法。神透過先知約珥宣告，因為這些國家交換和瓜分「我的

地土」，他們必遭受審判(約珥書 3:2)。 

 

主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我真發憤恨如火，責備那其餘的外

邦人和以東的眾人。他們快樂滿懷，心存恨惡，將我的地歸

自己為業，又看為被棄的掠物。(以西結書 36:5) 

 

歌革啊，你必上來攻擊我的民以色列，如密雲遮蓋地面。末

後的日子，我必帶你來攻擊我的地，到我在外邦人眼前，在

你身上顯為聖的時候，好叫他們認識我。(以西結書 38:16) 

 

我先要加倍報應他們的罪孽和罪惡；因為他們用可憎之屍玷

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厭之物充滿我的產業。(耶利米書 16:18) 

 

我要聚集萬民，帶他們下到約沙法谷，在那裡施行審判；因

為他們將我的百姓，就是我的產業以色列，分散在列國中，

又分取我的地土。(約珥書 3:2) 

 

我們需要明白一點，政治人物想要根據他們對聖經中先知的

理解來做正式決策，這樣的方式不總是明智的。因此，所有

基督徒起來為此禱告，求神賜下分辨能力，讓神的旨意能夠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絕對是重要的。 

 

 



 

史上懸而未決的政治僵局 

 

「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予智慧人，將

知識賜予聰明人。」(但以理書 2:21) 

 

雖然以色列經歷這些奇妙的發展，但這個國家也同樣處在歷

史性的政治僵局中。2019 年歷經兩次國會大選後，以色列仍

無法建立正常運作的政府。這個特殊的季節隱含一項驚人的

事實，這些當選的國會議員和所屬政黨不是在政治意識形態

上出現分歧，而是出在一個人身上，而最大的爭議點就是納

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這個人。報紙大篇幅報導對納坦

雅胡的各項貪污指控，但又不得不承認，由於他卓越的領導

才能，才讓這個新興國家目前在經濟上獲得這麼大的成功。 

 

許多以色列人對於新聞中經常出現同一張面孔感到「厭倦」，

因此他們才渴望改變。但對許多以色列的基督徒來說，納坦

雅胡才是最瞭解全球福音運動戰略重要性的人。的確，與川

普總統及其福音派選區的關係是美國使館遷往耶路撒冷的

關鍵因素，也是新和平計劃的有利範例。同樣地，以色列與

巴西總統維持史上良好的關係，也是因為這位巴西總統深獲

福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就在年初，這位總統才在巴西承認他

的基督信仰。納坦雅胡也被許多人認為，是以色列能與阿拉

伯鄰國締造歷史性良好關係的最大功臣。 

 

  



 

神的話提醒我們，無論如何這個國家領袖的任命權，最終是

在神的手中。我們能在各國行使最重要的事，為以色列及其

領袖們禱告神，興起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在神的公平與公義

裡來帶領這個國家。 

 

 

總結 

 

在以色列看到這些令人振奮的發展，值得我們更多地向神獻

上讚美與感謝，上帝以超乎眾人所求所想的方式持續地恢復

以色列。能活在這些歷史性的時刻的確非常地幸運，許多古

代先知夢寐以求，想要見證我們親眼所見的這一切。 

 

雖然有這些令人振奮的發展，以色列還是需要我們的禱告。

以色列迫切需要一個運作良好的政府，求神賜智慧，使現今

雖經歷新冠病毒侵襲，政府與民眾仍能同心對抗疫情，為以

色列禱告所做的策略性決定滿有從神來的心意與祝福，這將

牽動以色列未來數十年的發展。我們被呼召透過禱告和代禱，

與以色列一同站立，因為神的旨意將前所未見的「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註一 

國際所指稱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具有支持四大不法要素，

追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支持恐怖主義、一種或多種攻擊行

為、並在自己國家內進行懲罰行為以爭取國內政治上的支持。

其中已經被世界所認定流氓國家(Rogue State)有伊朗，伊拉克，

利比亞和北韓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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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