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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在週一警告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如果他們堅持完成在耶

路撒冷設大使館的計劃，將有損他們成為歐盟會員國的可能

性。 

 

歐盟執委會 (European Commission) 發言人彼得·斯塔諾表

示：「沒有歐盟成員國在耶路撒冷設立大使館。」「如果任

何外交舉動曾質疑歐盟在耶路撒冷問題上採取的一致立場，

為此歐盟要表達嚴重關切與遺憾。」長久以來，歐盟一向認

為，耶路撒冷的地位是和平協議的一部分，應由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以直接協商談判方式決定。 

 

 

在歐盟提出警告之前，美國總統川普於上週宣布，在美國居

中斡旋下，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已同意雙方經濟關係正常化，



 

作為協議的一部份。這代表數十年來飽受衝突困擾的兩個巴

爾幹國家關係出現進展。這項由美國居中達成的協議，要求

塞爾維亞在 2021 年 7 月將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而以色列

與科索沃也會互相承認對方。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對塞爾維亞的作為表示讚揚，並證實科

索沃將和以色列朝著建立外交關係而努力。科索沃議會於

2008年宣布脫離塞爾維亞獨立，但以色列不承認這項行動。

納坦雅胡表示，科索沃將在耶路撒冷設立大使館，如果該國

信守承諾，將成為第一個在耶路撒冷設大使館的穆斯林多數

國家。納坦雅胡說道：「我們將持續努力，讓更多歐洲國家

能夠將使館遷至耶路撒冷。」 

 

 

在塞爾維亞和科索沃宣布這項消息之後，馬拉威 (Malawi) 

總統在週六表示，他也計劃在耶路撒冷設立外交辦事處。馬

拉威是基督徒佔多數的非洲國家，目前在耶路撒冷沒有大使

館。福音派總統拉扎勒斯·查克維拉 (Lazarus Chakwera) 表

示，從他 7月份擔任該國總統後，馬拉威將經歷一連串改革。

他宣布：「改革計劃也包括檢視我們的外交實力，包括我們

決定在奈及利亞的拉哥斯 (Lagos；奈及利亞第一大城) 和

以色列耶路撒冷設立大使館。我將在不久後分享更多細節。」 

 



 

如果馬拉威完成這項計劃，它將成為第一個在耶路撒冷設立

大使館的非洲國家。 
新聞日期：2020/09/08 

 

 
 

 

詩篇 121:4-8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

亮必不害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

護你的性命。 

 

禱告方向： 

為歐盟的開會決定都能走在神的心意中代禱，也為著將大

使館設立在耶路撒冷的這些國家能蒙主保守，並且興盛蒙

福祝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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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盟拒絕通過譴責 
以色列與阿聯酋協議的決議案 

 
 
 

 
 

阿拉伯聯盟 (Arab League) 週三未能一致通過決議案，譴

責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之

間新的關係正常化協議。 

 

巴勒斯坦人是在阿拉伯聯盟第 154屆會議期間提出這項決議

案。 

 



 

阿拉伯聯盟副秘書長薩基 (Hossam Zaki) 對記者表示：「我

們很認真討論這項決議案，討論內容非常全面，因此花了一

些時間。但最終未能針對巴勒斯坦方面提出的決議草案達成

共識。」 

 
新聞日期：2020/09/10 

 
 

 

約伯記 5:8-14 

至於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託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測

度，行奇事不可勝數：降雨在地上，賜水於田裏；將卑微的

安置在高處，將哀痛的舉到穩妥之地；破壞狡猾人的計謀，

使他們所謀的不得成就。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詭計，使

狡詐人的計謀速速滅亡。他們白晝遇見黑暗，午間摸索如在

夜間。 

 

禱告方向： 

求主按著祂的美意，成就祂在亞伯拉罕所有肉身後裔的命定

和祝福，並求主破壞一切想阻攔亞伯拉罕協議的詭計！	  



 

數百名衣索比亞基督徒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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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導：自六月以來，數百名衣索比亞基督徒

在「針對性的種族滅絕」中喪命 
 
 

 
 

 

一名衣索比亞基督教領袖表示，國際社會應該要展開調查。

他宣稱今年夏天，數百名基督徒遭到奧羅米亞 (Oromia) 地

區的穆斯林激進分子殺害。 



 

國際迫害監督機構「巴拿巴基金會」(Barnabas Fund) 的報告

指出，數百人在挨家挨戶的協同攻擊中喪生，其中許多是針

對基督徒家庭。報告中提到，激進分子手持槍、刀、長劍和

長矛，在找到基督徒家庭後，再將他們殺害。 

 

「敞開的門」(Open Doors) 機構報告指出，長久以來，衣索

比亞基督徒因為信仰緣故成了目標：「在衣索比亞，這些激

進伊斯蘭分子將所有基督教社區當成目標，尤其是基督教社

區佔少數的地區，但某些基督教派更是他們鎖定的目標。在

2019 年，這個國家的社區暴力有升高趨勢，還造成數百萬人

流離失所。」在殉道者之聲 (Voice of the Martyrs) 的報告中，

2019 年發生的一起事件，就有 13間教堂遭到焚毀。 

 

衣索比亞媒體的報導證實巴拿巴機構報告提到今年夏初發

生的一連串屠殺事件。這些暴力事件涉及宗教與種族清洗，

但情勢複雜，似乎當中也牽涉政治動機。 

 

巴拿巴機構的聯絡人證實，基督徒在該地區內的以下城鎮中

遭到攻擊，其中包括阿西訥格萊 (Arsi Negele)、茲懷 (Ziway)、

沙沙梅恩 (Shashemane)、潔蒂普阿薩沙 (Gedeb Asasa)、科費

萊 (Kofele)、多多拉 (Dodola)、阿達巴 (Adaba)、羅貝 (Robe)、

戈巴 (Goba)、貝爾阿加法 (Bale Agarfa)、千郎 (Chiro)、哈勒

爾 (Harar)、德雷達瓦 (Dire Dawa)、阿達瑪 (Adama)、德拉 



 

(Dera)、阿塞拉 (Asela) 和康博爾查 (Kembolcha)，一直延伸

到該國東南部和東部地區。 

 

報告中指出，有些攻擊者甚至取得列有基督徒姓名的名單，

並在地方政府的協助下，找到積極參與且支持該地區教會的

特定人士。 

 

一名奧羅莫基督徒因拒絕否認信仰而遭到斬首。他的遺孀告

訴巴拿巴機構：「襲擊者提到，只有跟我們一起在阿拉面前

跪拜祈禱，才夠資格稱為奧羅莫人 (Oromo)。」 

 

目擊者表示，當地警察經常在一旁袖手旁觀，看著屠殺事件

發生。一些巴拿巴機構的聯絡人也提出報告表示，貝爾阿加

法當地一些勇敢的穆斯林曾出面干預，冒著自己的生命危險，

保護並拯救部分基督徒的性命。 

 

基督徒企業和房屋都遭到激進分子焚毀、蓄意毀損或破壞。

巴拿巴機構指出，個人財產也遭到大肆破壞，其中包括國際

知名基督徒運動員，也是奧運田徑金牌得主海爾·格布雷澤拉

西 (Haile Gebreselassie) 在兩個市鎮的事業。 

 

數千名倖存者為了保命而逃亡，其中包括失去雙親的孤兒，

許多人被安置在教堂和社區中心。 

 



 

一名地區聯絡人告訴巴拿巴機構：「許多人仍活在恐懼中。

各教派的基督教領袖都前往該地區探訪。我看到新聞報導中，

神父和牧師在聽到受害家庭的恐怖經歷後都哭了。」 

衣索比亞政府為了回應這些攻擊事件，在過去幾週內切斷該

地區的網路服務，希望減少透過社群媒體煽動的暴力行為。

相較於盧安達 (Rwandan) 的種族滅絕事件，衣索比亞政府的

安全部隊遲遲不願介入這些攻擊事件。 

 

不過，根據該地區的報告指出，事件發生後，有許多人遭到

逮捕，其中包括涉及攻擊事件的地方官員。 

 

上個月，巴拿巴機構的聯絡人提到，在衣索比亞南部、東南

部和阿迪斯阿貝巴 (Addis Ababa) 東部，激進分子仍持續對

基督徒進行「針對性的種族滅絕」。衣索比亞基督徒希望關

切這些事件的讀者和支持者，能夠聯絡當地衣索比亞大使館，

呼籲衣索比亞政府立即採取行動，阻止持續不斷的暴行。 

 
新聞日期：2020/09/08 

希伯來書 11:1-7 

他必保護聖民的腳步，使惡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動；人都不

能靠力量得勝。 

 

禱告方向： 

求主保護衣索比亞基督徒的生命，使想謀害他們生命的人

背後的詭計和仇恨，能被主自根基移除化解！ 



 

將有 2,000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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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批准 2,000名衣索比亞猶太移民， 
在 2020年底前回到以色列 

 
依照原訂計劃，以色列將在 2020 年底，帶回在阿迪斯阿貝巴 

(Addis Ababa) 和貢德爾 (Gondar) 等候回歸的 4,500 名法拉

沙穆拉人（Falash Mura；也就是衣索比亞猶太人），其餘的

將在 2023 年回歸。 
 

以色列政府在週三晚上批准年底前將要移民回歸以色列的

2,000名法拉沙穆拉人 (Falash Mura；是指衣索比亞猶太人)。 
 

以色列政府宣布以 1.8億舍克勒（折合台幣約 15億元）計劃

作為新政府的部分預算。除了提撥法拉沙穆拉人的預算外，

還批准了殘障人口特別補助金、衣索比亞社區成員融入以色

列的援助計劃、在全國各地的許多項新教育計劃和宗教教育

計劃、安全預算追加、針對德魯茲人 (Druze) 和切爾克斯人 

(Circassian) 的賦權與發展計劃、在猶大和撒馬利亞地區屯墾

區內建築的開發及強化行動、全國各地學生村的援助預算，

以及動物權計劃等。 
 



 

 
作者（位於右前方）在 1998 年與 8,000 名法拉沙穆拉人合影。當時以色列忽視
的這群人，儘管所有人後來都回歸以色列 (Aliyah)，但至今仍有大約 9,000 人留
在貢德爾。（照片來源：約瑟夫·阿布拉莫維茲 YOSEF ABRAMOWITZ） 

 

 

以色列回歸與移民融入部長 (Aliyah and Integration Minister) 

尼娜·塔瑪諾·夏塔 (Pnina Tamano-Shata) 表示，財政部長以

色列·卡茲 (Israel Katz) 支持這項決定，但因受到衣索比亞的

新冠病毒危機影響，在阿迪斯阿貝巴和貢德爾當地等待回歸

的猶太人情況正在惡化。 

 

 

以色列目前正著手準備工作，希望在 2020 年底前，將移民申

請獲准的猶太社區成員帶回以色列。 

 



 

塔瑪諾·夏塔表示：「身為以色列回歸與移民融入部長，我已

經上任滿 100天。我承諾要將衣索比亞等待回歸的所有猶太

人帶回以色列，並關閉在衣索比亞當地的猶太社區住宅。」

她表示：「我要感謝財政部長，我們對猶太回歸的重要性有

一致的看法。俗話說，拯救一人，就像拯救全世界。」 

 

上個月，塔瑪諾·夏塔提出計劃，希望將其餘約 8000名法拉

沙穆拉人帶回以色列，這些人都有近親在以色列。她表示，

希望在 2020 年底前能夠帶回 4,500 人。不過以色列政府對這

個數字表示猶豫，到今年底前，初步只能資助 2,000名移民。 

 

塔瑪諾·夏塔辦公室表示，面對衣索比亞猶太社區不斷惡化

的人道情況，政府需要立即採取行動，而不是等到仔細商議

完整的計劃。 

 

按照原訂計劃，到了 2020 年底，以色列政府將帶回 4,500名

在阿迪斯阿貝巴和貢德爾亞等候回歸的猶太人，其餘的將在

2023 年回歸。 

該計劃還將關閉這兩座城市中的猶太社區住宅，並為尚未核

准回到以色列的人提供協助。 

 

註: 古衣索比亞語稱當地的猶太人為 Falash Mura，意為「陌

生人、流亡者」，備受歧視，被剝奪土地權。 
 

新聞日期：2020/09/10 



 

以賽亞書 43:5-7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就是凡稱

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

造作的。 

 

禱告方向： 

求主幫助已從南方歸回的衣索比亞猶太人，能融入以色列社

會，接受教育，不被歧視；也為著還在衣索比亞等待歸回的

人禱告，求主在以色列政府相關官員和拉比的心中工作，讓

等候的人可以回家！ 

  



 

以色列新型雷射系統擊落加薩氣球 
 

翻譯：豐盛 | 校稿：台灣 ICEJ | 編審：雲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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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推出新型雷射系統， 
擊落來自加薩的恐怖氣球 

 

以色列警察正在測試一種新型武器，能夠保護以色列，免受

加薩氣球炸彈越境帶來的恐怖威脅。以色列警察發言人米基·

羅森菲爾德 (Micky Rosenfeld) 說道，駐加薩邊境的以色列警

察現在使用一種新型雷射導引系統，「能夠擊落這些氣球」。

以色列迫切需要新的雷射系統。這兩年多來，恐怖分子施放

裝有炸藥的風箏和氣球，越境襲擊以色列，對土地造成破壞。 

 

光是過去一個月內，這些武器在以色列南部就造成 450多起

大火。幸好，以色列警察部署的新型雷射系統，能夠成功因

應這項威脅。羅森菲爾德表示：「最新型導引系統能夠成功

擊落氣球的機率超過九成。這項做法可防止氣球在社區內引

爆可能造成的人員傷亡。」這項名為「光之刃」(Lahav Or；

希伯來文意思是光刀) 的系統是由OptiDefense公司所研發，

目的是為了搭載在飛行器上。 

 



 

本古里安大學教授兼 OptiDefense 執行長艾米爾·伊沙亞 

(Amiel Ishaaya) 是「光之刃」的共同發明人。他表示，這種雷

射系統在以色列之外有更大的用途。伊沙亞告訴《基督教廣

播電視新聞網》(CBN News)：「除了以色列之外，看不到世

界上有其他任何地方會遭受氣球威脅，或許南韓或北韓可能

有，或在兩國之間的邊界上。但我們看到其主要業務會是反

無人機 (Anti-Drone)，反無人機，會是即將到來的全球威脅。」 

 

控制加薩走廊的哈馬斯最近宣布停火，希望以色列恢復對加

薩的關鍵燃料供應。如果以過往經驗為師，以色列人就會明

白，這樣的停火不會持續太久。這就是為何這套雷射系統如

此重要的緣故。 
新聞日期：2020/09/04 

 

 

撒母耳記上 25:29 

雖有人起來追逼你，尋索你的性命，你的性命卻在耶和華

－你的神那裏蒙保護，如包裹寶器一樣；你仇敵的性命，

耶和華必拋去，如用機弦甩石一樣。 

 

禱告方向： 

求主保護以色列加薩邊境的居民一切的平安，特別在即將

來臨的吹角節和贖罪日期間，蒙神保守看顧祝福。 

 



 

全新開始：挪亞（2）- 傳義道者 
 

翻譯：豐盛 | 校稿：台灣 ICEJ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我們要繼續上一篇的思考方向。在文章中，我們留意到一些

猶太學者將挪亞與亞伯拉罕進行比較; 當中提到，雖然亞伯

拉罕曾為索多瑪的罪人代求，但挪亞卻沒有為他那個世代

的人代求。不過，我們看到新約聖經卻不是這樣描述。新約

聖經作者相信，在預備方舟的這段期間，挪亞曾經向同時代

的人傳講義道，警告他們即將要來的審判；但同時仍持續建

造方舟，完全順服神。也許這是他能夠在神眼前蒙恩的原因，

而「神也沒有寬容上古的世代，…卻保護了傳義道的挪亞一

家八口…」。 

 

寫完上一篇文章後，我就對箇中道理感到好奇：難道新約

聖經作者只是突發奇想，並非根據猶太傳統中對挪亞的已

知看法？我們發現新舊約之間在許多方面都具有延續性，

因此對於挪亞是傳義道者的看法，難道只是無中生有？  

 

我曾在這裡多次提到，儘管大多數猶太解經內容的寫作時

間都比新約晚得多，但有些內容仍反映出第二聖殿時期猶

太教的詮釋傳統。 



 

正因如此，當我在米德拉什 (Midrash) 其中一段研經中發

現這段解經內容時，我認為可以將它當作「傳義道的挪

亞」從第二聖殿時期的猶太教義寫入新約的證據。我們讀

到：「挪亞有許多方式可以濟世救人，既然如此，他為何

需要耗費力氣建造方舟？是為了讓洪水世代的人們看到他

花 120 年的時間建造方舟，然後問他：『為何需要方

舟？』他會這樣回答：『配得稱頌的至聖者，定意要為世

界帶來洪水。』或許他們會因此悔改。」 

 

 

因此，我們看到猶太解經家相信，在方舟建造的這段時間，

挪亞一直在向他同時代的人傳義道，警告他們將要來的審判，

並希望他們悔改。 

 

 

洪水與巴別塔 

從新舊約的角度來看，上帝早在呼召亞伯拉罕時，就已啟動

祂的救贖計劃。當上帝呼召亞伯拉罕時，祂親自按著憐憫主

動介入，因此救贖故事就此展開。但在創世紀前 11 章中，

我們看到上帝是以審判的方式介入：同時出現在洪水和建

造巴別塔的故事上，因著人犯罪悖逆，上帝懲罰人類。但這

兩個故事之間又有何關聯呢？ 

 

 



 

在這兩個聖經事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關聯，只有從希伯

來原文才看得到。首先，在希伯來原文中提到「洪水」(Mabul) 

這個字詞，聽起來非常接近「bilbel」的字根。根據許多解經

家的說法，這就是巴別塔 (Babel) 這個名字的由來。著名的

中世紀猶太解經家拉希 (Rashi) 甚至將「Mabul」這個字與

底下的字根建立關聯，他寫道：「 לובמה 」(Mabul) 是指「將一

切混在一起（ לבלב ）」的某種事物。 

 

 

即使現代語言學家無法證實這樣的關聯，我們仍要留意這些

字的相似之處。您可能還記得，我曾經寫到希伯來文對男人

和女人的用字。這兩個希伯來文字「Ish」和「Isha」像是有

某種相關，好像來自同一個字根。但實際上，幾乎所有現代

的語言學家都說「男人」(Ish - ש יִא ) 和「女人」(Isha - הָש א ) 

在詞源上並沒有關聯。Ish 是來自於字根 שוא ，意思是「力量」

(Strength)；而 Isha 則是源自於字根 שנא ，意思是指「軟弱」

(Weak) 或「脆弱」(Fragile) 之意。 

 

希伯來文有時會出現類似情況，這裡就是絕佳的例子：有時

候在詞源上的錯誤相關，實際上可能傳達出聖經本身的關聯。

我想這就是我們在「洪水」(Mabul) 和「巴別塔」(Babel) 這

兩個字詞中發現的，上帝在為世界帶來的兩次主要審判中是

有相似之處。 

 



 

敗壞還是毀滅？ 

洪水故事向我們清楚顯明，閱讀希伯來原文聖經的重要性，

或者至少閱讀一些希伯來原文。我曾經寫到，當我第一次開

始閱讀希伯來文聖經時，我不得不在希伯來原文和譯文之間

來回閱讀，才能確保我讀的是同一個章節：因為感覺像是閱

讀完全不同的故事！那時我獲得不少驚人的發現，今天我想

跟大家分享其中一項最初的發現。 

 

 

我要提醒各位，我們還在閱讀洪水發生前的經文。在創世記

6：8 中，經文告訴我們，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事實

上，我們知道，這表示上帝喜悅挪亞）。在創世記 6：9 中，

經文告訴我們，「挪亞在當時的世代是個義人」（註：這裡

為改寫。中文聖經：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

人。）在創世記 6:10 中，經文列出挪亞的三個兒子。但從創

世記 6:11開始，《妥拉》（指摩西五經）又回去描述地上的

敗壞和無法無天的行為。 

 

 

6:11節：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 

6:12節：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

敗壞了行為。 

 

 



 

 

 

 

 

 

 

 

 

 

 

 

 

這裡，我們發現一些非常有趣的內容。多數英文譯本皆譯為

「Corrupt」 (敗壞 ) 一詞，在希伯來原文是源自於字根

Shahath ( תַחָׁש )。回想一下出埃及記的故事：逾越節毀滅者 

(Destroyer of the Pesach) 的故事在希伯來原文是稱為

Mashhit ( תיִחְש 這個名字也源自於同一個字根。洪水故事，(ַּהַמ 

發生在逾越節故事之前的遠古時代，為何我們會在當中突然

看到一個字，像是取自逾越節的故事？我總是深信，這個字

根 Shahath ( תַחָׁש ) 只會和死亡、殺戮和毀滅有關，就像英文的

毀滅者 (Destroyer) 這個字詞。既然如此，為何這個字詞會

出現在挪亞故事一開頭？  

 

 



 

因此，當想到 תיִחְש 這個字的動詞，取決於該字的變化，可 ִה 

能出現以下兩種含義 ：敗壞和毀滅。你看出這裡要表達的

嗎？《妥拉》使用的語言和人類其他自然語言不同：這裡，

我們可以從字詞的一般含義，能夠顯明將要出現的含義。從

這個角度來看，《妥拉》（指摩西五經）中的每個字都帶有

所有未來含義，有些是關乎即將發生的事，雖然人尚未看見，

但上帝絕對已經看到。在挪亞的故事中，這個時間點洪水的

審判與毀滅尚未發生，上帝尚未應許這些事發生，《妥拉》

只是告訴我們有關罪與敗壞，尚未提到審判。不過，在這裡，

就在故事一開頭，已經出現 תיִחְש 這個可怕的字眼，像是對 ִה 

即將到來的審判，給予嚴厲且嚴正的警告（雖然在譯文中，

完全看不到），表明罪和敗壞無可避免將帶來審判與毀滅。

這樣令人驚奇的例子正說明希伯來原文具有的深刻含義。 

 

 

可能有些人知道，希伯來文是以字根為主的語言，其字根包

含三個輔音群 (Consonant Group)，構成該字的意義「本質」。

希伯來文的動詞源自於字根，通常藉由母音變化，並加上不

同的前綴  (Prefix) 和後綴  (Suffix)，才形成不同的詞幹 

(Stem)。根據其詞幹 (binyan)，來自同一個字根的動詞可能

會有截然不同的含義，如同我們在這篇文章中所看到的。不

過，只要源自相同的字根，他們都會有某種共通點，因為都

是和字根的「本質」有關。 

 



 

箴言 3:1-4 

我兒，不要忘記我的法則；你心要謹守我的誡命；因為它必

將長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數與平安，加給你。不可使慈愛、

誠實離開你，要繫在你頸項上，刻在你心版上。這樣，你必

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寵，有聰明。 

希伯來書 11:6-711:6-7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

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 挪亞因着信，既蒙神指示

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

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希伯來書 12:1-2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着我們，就當放下各

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

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

神寶座的右邊。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們要思想，免得

疲倦灰心。 

禱告方向： 

為著聖經中這些信心的偉人向主獻上感恩，禱告我們的生

命也能成為黑暗世代的光和鹽，選擇與主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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