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將開放

讓一些「安全國家」的旅客入境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Hamodia 

以色列允許讓「安全國家」旅客在入境時不須隔離 

  4 月 12 日，本古里安國際機場空蕩蕩的出境大廳。(Flash90) 

2020.08.05   猶太曆 5780 翻譯：豐盛、謝昭言、莊堯亭   編審：雲嵐牧師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詩篇 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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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衛生部 (Health Ministry) 週三建議，允許旅客從「安

全國家 (Green State)」入境時，無需進行冠狀病毒檢測或隔

離。 

以色列政府希望藉由這次政策調整能重啟以色列觀光業。以

色列預計將在 8 月 16 日重新恢復國際航班。 

以色列衛生部副局長伊塔瑪爾．格羅托教授（Itamar Grotto）

在出席以色列國會審查會時表示，衛生部很快就會批准一項

重啟航空旅遊的新政策方案。他表示：「只要從『安全國家』

抵達以色列的旅客就不需要接受兩週隔離。這項計劃仍有待

最後修正，顯然不可能立即實施。但對我們而言，我們將盡

一切努力來完成這項任務。」 

以色列旅遊部長阿薩夫．扎米爾 (Asaf Zamir) 對這項報導發

表看法時表示，「應盡速開放空中交通。」以色列交通部長

米里．雷傑夫 (Miri Regev) 稱這項決定為「航空業的一大福

音」。 

這是根據以色列衛生部所做的決定，並轉發給航空公司列出

的「安全國家」名單：奧地利、加拿大、塞浦路斯、丹麥、

愛沙尼亞、芬蘭、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日

本、南韓、拉脫維亞、列支敦斯登、立陶宛、馬爾他、紐西

蘭、挪威、波蘭、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和瑞士。 

與其他國家的情況類似，冠狀病毒危機期間，以色列觀光旅

遊業在財務上遭受沉重的打擊。 



在歐洲各國開放邊界時，卻將以色列排除在「安全國家」名

單之外，並要求以色列國民入境時須接受隔離。這次以色列

政府在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處理上備受批評。 

儘管以色列同意讓歐盟國家入境，但歐盟仍將以色列視為

「疫情危險國家 (Red State)」。這表示以色列人無法入境歐

盟國家。持外國護照的以色列人可前往旅遊；但在某些國家

/地區，他們會需要進行隔離、採檢或符合其他限制措施。例

如，在塞浦路斯 (Cyprus)，以色列人需要先通過冠狀病毒檢

測才可入境。而希臘則完全不讓以色列人入境。 

來自歐洲的遊客將可入境以色列，但仍須進行隔離，或根據

各國對其公民的決定，採取其他檢測限制措施。 

新聞日期：2020/07/29 

詩篇 24:7-10 

眾城門哪，你們要擡起頭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被舉起！

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榮耀的王是誰呢？就是有力有能的

耶和華，在戰場上有能的耶和華！眾城門哪，你們要擡起頭

來！永久的門戶，你們要把頭擡起！那榮耀的王將要進來！

榮耀的王是誰呢？萬軍之耶和華，他是榮耀的王！ 

希伯來書 11:1-3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古人在這信上

得了美好的證據。我們因著信，就知道諸世界是藉神話造成

的；這樣，所看見的，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台灣能夠進入以色列來到祢面前禱告，

祢是榮耀的君王，祢為台灣向以色列發出呼聲，使以色列看

見台灣有資格成為（Green States 安全國家）之一的身份，我

們禱告以色列衛生部與交通部和旅遊觀光局抬起頭來，聽見

從地極發出的呼聲，華人要進來完成神在此刻要做的工作，

沒有任何攔阻與拖延，神的時間表在以色列要完全實現，神

從不耽延，乃是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得救；天父，祢在

其中帶領台灣在此期間與祢在以色列身上的計劃是無縫接

軌，求祢繼續使用台灣祝福以色列，祢為我們開的門是沒有

人能夠關上。眾城門抬起頭來，永久的門戶要被舉起，歡迎

榮耀的君王進來。我們奉主耶穌之名宣告，在新的季節裡，

台灣與以色列之間的關係要站在對的位置上，我們相信神即

將要做的美事，並會看見如同古人一樣得著美好的證據。願

主賜福台灣眾教會，繼續在信心裡等候仰望神，門開啟我們

都預備妥當，前去以色列完成神所託付的美好善工。禱告奉

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哈瑪斯武裝份子逃離加薩奔向以色列 

翻譯與字幕：謝昭言|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影片出處：i24NEWS 

新聞日期：2020/07/30 

詩篇 106:4-5 

耶和華啊，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這恩惠記念我，

開你的救恩眷顧我，使我見你選民的福，樂你國民的樂，與

你的產業一同誇耀。 

羅馬書 12:21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 

哈 瑪 斯 武 裝 份 子 逃 離 加 薩 奔 向 以 色 列 

https://youtu.be/qpVzXnEduE4


 

親愛的天父，我們將這名逃離到以色列的哈瑪斯武裝份子交

託仰望給祢，祢恩待他在以色列受審以及所要交出來的情報 

，都在祢的公義和看顧之下，不僅使別是巴法院有正確的判

決，也使得這位恐怖份子更多地看見祢是如何用恩惠待祢的

百姓，使他有機會認識創造天地的主，得著耶穌基督的救恩

與盼望。他的勇敢逃脫意謂著有很強的求生意志，以及心中

的渴望，天父，祢恩待以色列以善勝惡，善用所有交出來的

有利情報，保護以色列並摧毀一切想要傷害攻擊以色列的計

謀。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疫情下的伊朗屬靈復興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CBN NEWS 

 

受到「冠狀病毒大流行中的希望」 

吸引伊朗有數千人因此信主 

 

伊朗正面臨一波內部動盪和暗中攻擊行動，這些都會危及激

進政權的邪惡計劃。儘管暴力衝突升高，但伊朗人民在耶穌

基督裡找到了救恩，點燃了他們的希望。 

 

伊朗政權雖試圖以鐵腕控制該國，但無論是冠狀病毒疫情爆

發，還是軍事核子設施發生無名大火，或是出現抗議行動，

都讓統治伊朗的伊斯蘭宗教領袖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遭到伊朗監禁的基督徒面臨新危險：新型冠狀病病毒肺炎。 

https://www1.cbn.com/cbnnews/israel/2020/march/irans-imprisoned-christians-face-new-danger-covid-19
https://www1.cbn.com/cbnnews/israel/2020/march/irans-imprisoned-christians-face-new-danger-covid-19


 

以色列今天在最新的軍事行動中，攻擊了伊朗支持的敘利亞

武器設施與軍事據點。據報導，飛彈擊中大馬士革以南地區，

造成伊朗五名戰士身亡，十幾人受傷。 

 

 
 

 

伊朗在遭受迫害的囚犯身上使用病毒混合袋：「我被迫忍受各種折磨」。 

伊朗政府週一處決了一名替美國中情局 (CIA) 和以色列情

報部門工作而被判有罪的男子。 

 

馬哈茂德．穆沙拉夫 (Mahmoud Mousavi-Majd) 涉嫌將蘇雷

曼尼 (Qasem Soleimani) 將軍行蹤提供給美國中情局而遭到

判刑。這名重量級領袖今年稍早在美國無人機攻擊中喪生。 

 

 

https://www1.cbn.com/cbnnews/cwn/2020/april/a-mixed-virus-bag-in-iran-for-persecuted-prisoners-i-was-forced-to-endure-all-kinds-of-torture


 

美國捍衛民主基金會 (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 

的伊朗專家阿里雷扎．納德 (Alireza Nader) 對美國基督教廣

播網 CBN新聞表示：「伊朗政權可能在不久的將來遭遇叛變，

該政權官員經討論後，因此處決了許多人，希望讓公眾感到

恐懼。」 

 

在伊朗各地連續發生無名大火和爆炸事件，接著有了這次的

處決。 

 

伊朗靠近德黑蘭 (Tehran) 的軍事設施、布什爾 (Bushehr) 的

造船廠，以及與伊斯法罕 (Isfahan) 的納坦茲 (Natanz) 核子

設施相連的重要發電廠，在週日都發生大火。自六月以來，

伊朗各地都曾發生過類似事件。 

 

《先下手為強》(Rise and Kill First) 一書的作者羅南．柏格曼 

(Ronen Bergan) 博士表示：「這絕非巧合，不只是一連串來

自他人無惡意的事故。」 

 

有些人指出，以色列為了對抗伊斯蘭政權，正在進行公開，

但有時是祕密的戰爭。納德表示：「以色列特別想要阻止先

進精準的軍火落入伊朗政權代理人真主黨 (Hezbollah) 手中 

，也想減緩伊朗的核子計劃。」 

 

據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已准許中情局發動更多進攻性的網絡

攻擊，希望破壞或摧毀伊朗某些關鍵的基礎設施。 

 



 

除了這些威脅之外，伊朗還需要面對持續發生的反政府抗議

事件，還有令人驚嘆的屬靈復興，看到在新冠狀病毒疫情期

間，有數以千計的穆斯林轉為接受基督信仰。 

 

伊朗最受歡迎的基督教衛星頻道莫哈巴特電視台（Mohabat 

TV）的經營者邁克．安薩里 (Mike Ansari) 表示：「這就是我

們為何稱這為冠狀病毒大流行中的希望。」 

 

安薩里告訴美國基督教廣播網 CBN 新聞，莫哈巴特電視台

記錄到的線上得救人數比去年同期高出了 10 倍。 

 

安薩里表示：「在這段屬靈大復興期間，我們記錄約有 3,000

名伊朗穆斯林決定離開伊斯蘭教，接受基督教信仰。」自 3

月份全球疫情大流行開始時，每個月有 3,000 人決定跟隨耶

穌。 

 

安薩里表示：「伊朗人民對他們的經濟情況、政府搶奪他們

的國家資源，並向鄰國輸出什葉派伊斯蘭教信仰，感到不滿，

伊朗人就是不信任他們的政府。」 

 

許多人離開伊斯蘭教，因而引發對教會的強烈反彈。自三月

以來，有數十名基督徒因回應福音信息而遭到逮捕和監禁。 

 

納德告訴美國基督教廣播網 (CBN) 新聞表示：「在這個伊朗

政權的關鍵時期，從歷史上看來，伊朗政權會傾向打擊改信

基督之類的宗教社區，今天我們就看到這樣的情況。」 

 



 

伊朗是基督徒最危險的地區之一。但是基督教在伊朗的成長

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來的快。 

 

以下影片，由記者直接訪問伊朗當地基督教衛星頻道莫哈巴

特電視台（Mohabat TV）的經營者邁克．安薩里 (Mike Ansari)，

有關於伊朗與當地教會現今的情勢。選擇中文字幕，請您直

接點擊影片，在設定處選擇繁體中文。 

 

 
 

 

耶利米書 38:9-13 

主─我的王啊，這些人向先知耶利米一味地行惡，將他下在牢

獄中；他在那裡必因飢餓而死，因為城中再沒有糧食。王就

吩咐古實人以伯‧米勒說：你從這裡帶領三十人，趁著先知

耶利米未死以前，將他從牢獄中提上來。於是以伯‧米勒帶

領這些人同去，進入王宮，到庫房以下，從那裡取了些碎布

和破爛的衣服，用繩子縋下牢獄去到耶利米那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2&v=xMuZnvU3DF4&feature=emb_logo


 

古實人以伯‧米勒對耶利米說：你用這些碎布和破爛的衣服

放在繩子上，墊你的胳肢窩。耶利米就照樣行了。這樣，他

們用繩子將耶利米從牢獄裡拉上來。耶利米仍在護衛兵的院

中。 

 

使徒行傳 18:9-10 

夜間，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不要怕，只管講，不要閉口，

有我與你同在，必沒有人下手害你，因為在這城裡我有許多

的百姓。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伊朗現今因著新冠肺炎疫情威脅之下 

，許多人的石心轉化為肉心，這是祢憐憫伊朗的時刻，也是

伊朗復興之時；向祢獻上感謝與讚美，哈利路亞！因著網路

傳福音，線上聚會，許多人開始有更多平台能夠來認識祢，

天父，我們為著在伊朗當地基督教電視、網絡媒體向祢禱告，

祢以恩典覆庇他們十分平安，耶和華以勒的神為他們預備各

樣的資源都不虞匱乏。為著傳福音的伊朗主內家人們禱告，

求祢保護他們並賜給信心，不要怕只管講，必沒有人下手害

他們。我們也為著在獄中許多因福音被逮捕的主內家人禱告，

願神興起如同以伯米勒的古實人來照顧獄中的弟兄姐妹們，

並有能向法院或在伊斯蘭政權說話的人，幫助獄中的弟兄姐

妹早早脫離監禁。天父，祢是他們在黑暗中的光，求你賜給

他們說不出的大喜樂，在祢的光中得見光。禱告奉靠主耶穌

基督的聖名，阿們。 

 



 

以色列人的示威遊行是暴力行動嗎？ 

 
翻譯：莊堯亭|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Arutz Sheva 7  

 

民調顯示：過半以色列人相信示威遊行是暴力的行動 

 

最新民調顯示，30%以色列人贊同警方處理示威遊行的方法，

52%認為近來的抗爭事件已經演變為暴力情況。 

 

 
「今日以色列報」（Israel Hayom）周五（7/31）發表一項由研究機構

（Maagar Mochot）進行的最新民調，過半以色列人相信在這陣子的

抗議活動中，參與的人都是暴力份子。（Tomer Neuberg/Flash90） 

 

 

根據民調結果，52%的以色列人相信抗爭者「暴力」或者「非

常暴力」。另外 44%的人認為，警察同樣也有太暴力的情況。 



 

當民眾被問及誰在示威遊行背後主導，25%的人相信是是企

業主和因著封鎖政策承擔慘重經濟損失的僱員，他們是該為

這場抗爭負責的人。另外 21%的人則認為，「政治」才是在

抗爭背後默默影響一切的因素。 

 

另外 48%的人把責任怪到兩邊，6%的人不清楚或給了不同的

答案。 

 

 

 

當民眾被問到對於警察處理抗爭遊行的看法，44%認為警察

太過暴力，另外 30%的人相信警察的反應很合理。還有 21%

的人表示警察不夠強硬，14%的人對此不太確定。 

 

關於示威抗議活動本身，有 52%的人認為這場示威「暴力」

或者「非常暴力」，27%則覺得是「深思熟慮且相當平衡」的，

還有 12%的人表示抗議過程「非常或相對安靜」，9%的人表

達不知道。 



 

 

 

26%的以色列人認為示威活動是為了抗議以色列總理納坦雅

胡，19%的人說是因為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不滿。41%的人認

為以上兩個都是原因，6%的人表達他們不知道，或者給了其

他不同的答案。 

 

當問到示威者堵住街道的情況，將近半數（49%）以色列人說

此舉是違法的，23%的人認為並未違法。另外 21%的人表示

合不合法，要看抗爭的人是誰，以及抗爭的事件是什麼。7%

的人表達不知道或給出其他答案。 

 

新聞日期：2020/07/31 

 

 

詩篇 123:2 

看哪，僕人的眼睛怎樣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樣望主母

的手，我們的眼睛也照樣望耶和華我們的神，直到他憐憫我

們。 



 

路加福音 1:37-38 

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馬利亞說：我是

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離開他去了。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以色列百姓與政府之間在各方動蕩不

安時，仍有著齊心努力的心志禱告，求主憐憫恩待以色列百

姓，並賜下智慧與謀略給政府因應各方的需要，我們為著經

濟、教育、衛生、交通、旅遊觀光下一階段的開放、外交、

國防等來守望。特別因著疫情而失業的以色列百姓向主呼求 

，在這個時刻份外地使他們經歷祢的幫助，天父，懇求祢恩

待這些失喪的靈魂早早飽得天父的慈愛。在疫情中，求主憐

憫，止息這一切的紛爭與病毒引發的患難，我們的眼仰望我

們的神，直到祢憐憫我們。為著所有的猶太彌賽亞信徒教會

與阿拉伯基督徒教會禱告，在艱難時刻有神的話語與能力覆

庇在家人身上，願祢保護祢的僕人使女。禱告奉靠主耶穌基

督的聖名，阿們。 

 

 

 

感謝您繼續關注追蹤支持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最近

因官網網站需要重整更新，若您訂閱每週以色列焦點，為避

免您在官網上訂閱電子報發生問題，以及我們因重整更新收

不 到 您 的 來 信 ， 煩 請 您 來 信 Email 向 我 們 訂 閱 

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留下您的訂閱者姓名與您

要收信的 Email address 即可。謝謝您。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CANWF、簡稱華人敬拜中心)是第一個華人在以色列

內政部登記成立的 NPO 非營利機構、期許代表華人在祝福以色列事工上，再跨

出一步扎根在耶路撒冷，致力建立華人與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教會連結平

台，並以敬拜禱告與僕人服事的心，關懷祝福以色列我們的屬靈長兄。我們邀請

華人教會團體來敬拜中心預約敬拜禱告時段，歡迎個別的代禱者與敬拜著來敬

拜中心為以色列與列國守望禱告，更多了解我們的事工與異象，請與我們連繫。 

 
官網：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E-mail：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指定奉獻： 

• 支持禱告宣教士來華人敬拜中心,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25,000 元/月。 

• 來回機票約新台幣 35,000 元。 

• 新購軟硬體設備費用,音響設備、電腦設備、音控設備、樂器設備等。 

  

line@：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Wechat 公眾号：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华人敬拜中心 

Facebook： 

耶路撒冷全球華

人敬拜中心 

IG：

canwf_in_jerusalem 

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