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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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_3-sET3mSMA


 

1.以阿外交與軍事 

新聞出處：CBN NEWS, JP, i24News, Arutz Sheva 7  

2020年 8月 13日美方向媒體公布，美國促成以色列與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雙方關係正常化，簽署和平協議，建立外交。

該協議要求以色列停止計畫吞併部分西岸，也就是聖經中的

猶大和撒瑪利亞地區。以色列定居點猶太百姓與巴勒斯坦都

譴責和平協議，巴勒斯坦更是警告其他阿拉伯國家，不要與

以色列建立正常關係。2020年 8月 31日，以色列航空公司

客機 LY971首航承載著以色列與美國代表團，途經沙烏地阿

拉伯抵達阿聯，歷史性的首航帶來了全球震驚與歡呼，這項

創舉打破了中東阿拉伯國家一向在地圖上不會出現以色列

這個國家的狀況，並以首航真實地呈現了國與國之間的聯繫，

更是標註了「巴勒斯坦否決權」想要在以色列與中東阿拉伯

國家之間採取否決和平的時代正式結束。 

 

接下來以阿在 9 月 16 日開始的貨運航班營運，以色列航空

公司首次飛往杜拜的貨運航班，將運送農業與高科技設備，

此航線為每週三固定航班。阿聯日報《Khaleej Times》報導，

阿聯許多酒店開始為猶太客人提供猶太潔食 Kosher服務，所

有猶太餐將用猶太認證的標籤進行包裝和密封，以滿足每次

來訪都是難忘而令人愉快的美食之旅。 

 

就在大家興高采烈的時候，以色列左翼人士仍不忘緊咬著右

翼的納坦雅胡。以色列媒體報導，熟悉中東和平協議談判的

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總理同意川普政府向阿聯出售高度先

進的 F-35戰鬥機，才促成阿聯願意建立外交之說。 



 

納坦雅胡所屬政黨利庫德聲言，左翼很難接受納坦雅胡以

「領土換和平」的概念，並首次實現了「和平換和平」，因

此正在放「假消息」。目前以色列國會許多政黨關注此次和

平協議，並計畫要求美國和以色列政府之間進行的所有戰略

討論, 都受到嚴格的議會監督，以確保除了 F-35戰鬥機、軍

火交易，是否還包括出售無人機等，絕對不能犧牲以色列的

安全。納坦雅胡總理再次強調，他身為國家總理，不會做出

危害國家之舉。 
 
 
詩篇 2:11 

當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競而快樂。 

 
禱告方向： 

Ø 為著以阿和平協議禱告，所有簽署的文件以互惠互利為
原則，特別是雙方教育方面的合作案能祝福許多身在貧

窮家庭的孩子。 

Ø 為以色列國內政局穩定禱告，一切攻擊領袖的言論，求主
挪去，我們禱告神的寶座設立在以色列中，以公義公平為

根基。 

Ø 請為其他中東國家禱告擦亮雙眼看見與以色列合作帶來
國家的進步與經貿繁盛禱告，主親自成為引路者，使許多

國家在神的計劃中成就三國一律大道。 

  



 

2. 感染曲線居高不下 

新聞出處：Haaretz, TOI, i24News, JP 

上週三（9/2）以色列單日確診人數已高達 2,926病例，死亡

人數已破千人，這對於全國不到千萬人口的以色列，負擔太

重，特別是醫護人員與檢疫實驗室。每天的目標是進行 6萬

次檢疫測試，由於專業人員缺乏及電腦計算資源不足，自上

週起，醫學實驗室的員工一直在罷工。高感染率的地區醫院，

面臨著重病患者壓力，好消息是最近部署的分配系統，已經

將一些患者轉移到該國其他地區的醫院，醫院消息人士稱情

況正在改善。不過醫院中重症冠狀病毒患者的數量仍在增加

中，以色列需要您我禱告。特別是為以色列政府相關部會首

長們與猶太百姓齊心抗疫守望。 

 

因著疫情居高不下，30個疫情拉警報的城市多數是阿拉伯城

市與猶太教城市社區，都談到齊心抗疫，看到這次在以色列

的許多阿拉伯城市的市長們，這次與以色列政府非常合作，

他們都願意配合限令措施，甚至有些阿拉伯城市已經開始實

施禁宵措施。然而猶太教首席拉比，反而是不領情了，首席

拉比表示政府不應該向宗教學生檢疫，導致所有學生都得居

家隔離。衛生部與公共衛生專業人員預測，以色列九月 1日

開學，孩童與青少年學生返回校園就讀，以及即將到來的吹

角節與住棚節是進入新年的連續假期都會使感染曲線無法

下降。 

 

  



 

歷代志下 7:13-16 

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

行在我民中，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

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

醫治他們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現

在我已選擇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裏。 
 
禱告方向： 

Ø 我們禱告聖靈動工在人心中，自卑禱告尋求主面，並轉離
惡行，以色列需要從主來更多的憐憫，使人心歸向神，得

著永遠的生命。 

Ø 為校園能夠防疫止息疫情禱告，神將學生與教師們在至
高者隱密處在全能者的蔭下。 

 
 
 

3. 拉比也瘋狂 

新聞出處：TOI  

以色列內部宗教權勢一直稱霸，猶太正統教最高首席拉比卡

尼耶夫斯基（Kanievsky）表示，16歲以上的宗教學生不接受

檢疫，以避免全體無法讀書專心研考聖經，這是上帝禁止的

事。隔離，進一步破壞了猶太人的生活，16歲以上的宗教學

生因經常在宿舍就寢，比較不會與其他人接觸。高中生仍每

天返回家園，會與較多人接觸，因此可以接受檢疫。 

 



 

最近幾天，根據以色列新聞媒體報導，約有 800名宗教學生

呈現陽性反應，造成千人隔離。另外迦密山的一間猶太會堂，

大約有 100名學生被診斷患有新冠肺炎。拉比表示，取消研

究妥拉比起身患新冠病毒更危險。以色列衛生部新冠疫情指

揮官表示，全民應齊心對抗新冠疫情，義不容辭。以色列每

日死亡人數從個位數躍升為十位數，需要為以色列百姓與政

府同心對抗新冠病毒禱告，有神的憐憫與看顧。 

 

羅馬書 9:31-33 

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義，反得不著律法的義。這是甚麼緣

故呢？是因為他們不憑著信心求，只憑著行為求，他們正跌

在那絆腳石上。就如經上所記：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

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 
 
禱告方向： 

Ø 求主憐憫開啟拉比屬靈的眼睛，看見律法的總結就是基
督，好叫他們所影響上萬的宗教學生不再是被瞎子領路，

許多拉比鑽研妥拉，若信主後，能夠將神的話語依著聖靈

有更多的開啟來造福更多的人。 

Ø 禱告主恩待住宿的宗教學生，聖靈充滿在他們當中，興起
許多在無花果樹下默想神的拿但業被主得著。 

 
 
 
 
 



 

4. 快速檢測 

新聞出處：以色列旅遊局 

你能想像嗎？藉由以色列創新科技 30 秒即可測出病毒？以

色列發明快速檢測，民眾可配合 APP與其他設備即可快速檢

測，目前已經幫助印度在檢疫上面頗有成效。讓我們繼續看

看！ 

 

 
詩篇 9:10-11 

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

人。應當歌頌居錫安的耶和華，將他所行的傳揚在眾民中。 
 
 
禱告方向： 

Ø 以色列發現快速檢疫，配合裝備與手機上的 APP 即可輕

鬆操作，甚至幫助印度在檢疫上頗有成效，感謝讚美主，

願以色列成為列國的祝福，滿足天父的心。 

Ø 為著以色列快速檢疫的發明繼續祝福許多其他國家祝福
禱告。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163期為您預備中東與列國並以色列
孩童新聞，讓我們繼續關注並為這些禱告方向來守望 

為阿富汗禱告 

編譯：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CBN NEWS 

自 2001年 911之後，美國部隊開始進入阿富汗，直到今年 2

月，美國在阿富汗的戰爭已經持續了 18 年，耗時長久。現

今，美國仍努力幫助阿富汗政府進行與該國恐怖政權塔利班

和平談判，會談將在塔利班於卡達的辦公室進行，為未來的

阿富汗制定停火協議。該協議是由美國和阿富汗塔利班於 2

月簽署，當時被視為是阿富汗經過四十年內戰後對和平的最

大希望，內容其一是美國將退出僅保留大約 1萬 3千名士兵

在阿富汗境內，美國日前已經開始減少部隊人數，預估到 11

月將有不到 5千名士兵留在阿富汗。儘管華盛頓已將交戰雙

方推到談判桌前，然而美國退出並不取決於會談是否成功，

而是取決於塔利班是否履行承諾停戰，對美國及其盟國的襲

擊。 

 

 
上週，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已悄悄採取行動，釋放彼此的囚

犯。阿富汗政府將釋放 5 千名塔利班成員，塔利班將釋放 1

千名政府官員與軍事人員。 

 



 

塔利班在最近聲明，美聯社採訪中也表示，他們不想壟斷權

力，願意分享並接受婦女應有工作權，女生也有權可以上學

並當法官，不過不能作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與阿富汗總統，

另外也談到不具細節的憲法改革。塔利班在所有聲明中表示，

無論阿富汗人享有何種權利和特權，他們都將與伊斯蘭教義

保持一致，但未指明其含義。 

 
 
詩篇 94:1 

耶和華啊，你是伸冤的神；伸冤的神啊，求你發出光來！ 

 

 
禱告方向： 

Ø 求主釋放這多年被恐怖政權轄制綑綁的阿富汗，脫離塔
利班恐怖政權。 

Ø 為阿富汗福音事工禱告，願主堅固並保護當地基督徒在
傳福音上有所遮蓋並能得人如得魚般的豐盛。 



 

為印度禱告 

編譯：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CBN NEWS 

印度基督徒正面臨印度教激進派極端份子的可怕暴力。這場

致命的運動恰逢印度政府將印度變成印度教國家的議程。根

據人權組織報告，儘管印度因著冠狀病毒被封鎖了四個月，

但印度的基督徒面臨著出於宗教動機迫害仍不斷上升。賈坎

德邦（Jharkhand），北方邦（Uttar Pradesh），泰米爾納德邦

（Tamil Nadu）和恰蒂斯加爾邦（Chhatisgarh）目前是基督徒

最危險的地方，經常發生毆打，逮捕，教會被毀壞甚至死亡

的事件。 

 

被殘殺 27 歲穆杜弟兄（Kande Mudu）四年前由印度教歸信

基督，今年 6月 7日有六名手持鋒利武器和自製槍械的激進

印度教徒將穆杜弟兄拖出他的家，嚴嚴地毆打他，並割斷他

的喉嚨。即使知道印度教暴徒要來抓他，並知道他的生命將

要結束，他被帶走時對妻子說的最後一句話是：親愛的，我

希望妳仍持守堅強的信念，即使他們殺了我，妳對基督的信

念仍然堅定。根據致力於拯救幫助跨宗派印度教會的非營利

組織表示，穆杜弟兄是第 293起反基督教迫害事件案例，迫

害程度與去年同期相比高漲了百分之 40，至目前為止，印度

29個州，其中已有 8個州通過了反轉換宗教法，所有從印度

教或原本是伊斯蘭教要改信其他宗教一律犯法。在過去的七

年中，印度已從《敞開的門》《世界觀察名單》第 31位上升

到第 10位，成為世界上基督徒排名第十危險的國家。 



 

 
馬太福音 10:28 

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

魂都滅在地獄裏的，正要怕他。 

 

 
禱告方向： 

Ø 已回天家的穆杜弟兄讓我們思想耶穌曾對門徒說過的話，
讓我們繼續為印度基督徒禱告有堅固的信心，不害怕那

殺身體的，願穆杜如同一粒落在地裡的麥子，結出許多的

子粒；有更多委身倚靠神的印度基督徒為主站立不懼怕。 

Ø 為這四個城邦內經常發生逼迫與被殺的基督徒生命安危
禱告，求主保護他們並堅固他們的信心。主親自差派服役

的靈到賈坎德邦（Jharkhand），北方邦（Uttar Pradesh），

泰米爾納德邦（Tamil Nadu）和恰蒂斯加爾邦（Chhatisgarh）

保護基督徒。 

 



 

為黎巴嫩禱告 

編譯：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24News 

哈瑪斯與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雙方領袖在貝魯特開會，

商議對抗美國中東和平計劃和以色列與阿聯和平協議。據報

導，哈瑪斯領袖是帶著從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支持他的現金

前往貝魯特。這筆錢是他出國旅行的一部分，將被分配給該

組織的最高成員，以資助恐怖行動。貝魯特造勢中，不斷鼓

動穆斯林百姓敵對以色列並揚言要恐怖攻擊特拉維夫。 

 

 

以西結書 39:23 

我必顯為大，顯為聖，在多國人的眼前顯現；他們就知道我

是耶和華。 
 

禱告方向： 

Ø 我們藉由神在末日歌革瑪代時的心意來為現今局勢禱告，
為的是看見神末後的榮耀，無論現今的局勢為何，終究是

曇花一現。如今更重要的是，人心回轉得主救恩。讓我們

繼續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救恩禱告，並破除仇敵惡者

的詭計，神親自保護遮蓋以色列，禱告所有的事情在對的

時刻發生。 

  



 

為貧困家庭孩童禱告 

編譯：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JP 

上週九月一日國小新生報到，根據非營利組織指出將近有

52,830小一生處於貧窮中。以色列 240萬就學兒童中，有三

分之一的學生面臨貧困，1200名受助者中進行研究指出，發

現 36％的人承認自己的孩子受飢餓來幫助父母維持經濟生

存，而 26％的人則表示他們的孩子被送去上學時，沒有錢可

以打包午餐或三明治。大約 69％的人承認他們的孩子缺少基

礎課本來學習，而 75％的人則認為他們無法負擔學校所需的

所有費用。教育部目前發展遠距學習計畫，將會有 20%的孩

子因為家庭貧窮因素而無法就讀。 

 

 

小一生與總統對話 

編譯：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以色列總統府 

九月一日開學前，里夫林總統與一些小一生們之間可愛有趣

的對話，與您分享。祝福每位孩子都能健康平安順利地成長。 



 

 

 

 

箴言 3:27、5-6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禱告方向： 

Ø 為以色列貧窮家庭的學齡兒童禱告，求主賜給政府有智
慧，特別是現今因疫情教育部開始著手研擬遠距教學，這

對於沒有電腦以及好的讀書環境家庭來說，孩子們格外

辛苦不易，求主興起許多非營利組織與教會起來一起幫

助這些貧困家庭兒童學習上的各方需要。 

Ø 禱告祝福以色列孩子們專心仰賴神，在所行的事上認定
神並認識我主耶穌基督為他們生命中的至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z0EnPZSJ1Q


 

 

地開了口；可拉黨再現？ 

翻譯：豐盛｜校稿：CANWF｜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BIN 

 
 
俄羅斯一連串滲穴是否預示可拉黨的再現？ 

 

 
 

整個俄羅斯地區面臨被一連串大型滲穴吞沒的危險。但在有

些人看來，這樣特殊的悲劇場景隱含著第三聖殿  (Third 

Temple) 的重建，以及彌賽亞再來之前聖經中可拉黨的再現。 
 

上週在俄羅斯的亞馬爾半島 (Yamal Peninsula) 形成新的滲

穴。自 2014年首次發現滲穴現象以來，這是第 17座也是最



 

大的一個。新坑洞的深度確定有 164 英尺 (相當於50公尺)。

在第一個滲穴出現時，專家提出幾種可能的原因，包括地底

下發生爆炸、遭到隕石或不明飛行物體撞擊，或是地底下天

然瓦斯設施坍塌等；但這些說法都遭到駁斥。安德烈·普列漢

諾夫 (Andrei Plekhanov) 向美聯社表示，可能是由於西伯利

亞那一帶地區氣溫升高，地底下「累積過多壓力」造成的結

果。普列漢諾夫團隊在勘查後發現，滲穴底部附近出現濃度

異常高的甲烷。研究人員告訴俄羅斯新聞社 (RIA-Novosti)，

他們在北極兩個半島上發現多座小型山丘，他們認為可能是

瓦斯氣泡 (Gas Bubble) 要爆開的跡象。2017年，類似這樣的

滲穴突然砰的一聲爆開，發生時還伴隨著燃燒的火焰並冒出

一陣濃煙。亞馬爾半島位於鄂畢灣 (Gulf of Ob) 和喀拉海 

(Kara Sea) 之間，全長超過 700公里，是俄羅斯人煙最稀少

的地區，但卻擁有俄羅斯最大的天然氣儲量。 

 

美國每年都會出現數百個大小不等的滲穴，尤其以佛羅里達

最受影響。滲穴是地底發生侵蝕現象所導致，可能多年來不

曾有人察覺，直到地面突然出現塌陷。雖然這種情況完全是

自然因素造成，但人為因素卻會讓情況更加惡化。 

 

2016年 8月，在一週內包括澳洲布里斯本、中國大陸鄭州和

紐約州的奧爾巴尼 (Albany) 都發生滲穴現象。在中國至少造

成一人遭到滲穴吞沒。 

 

2013 年，佛羅里達州坦帕市 (Tampa) 的一間民宅下方突然

冒出直徑 30英尺且深度達 30英尺 (相當於 9公尺) 的滲穴，



 

吞沒了在臥房睡覺的傑夫·布魯斯 (Jeff Blush)。在 2016年關

鍵一週內，就出現三個主要滲穴，造成至少一人死亡。 

 

美國地質調查所 (U.S. Geological Survey) 東部地質與古氣候

科學中心(Eastern Geology and Paleoclimate Science Center) 主

任蘭德爾·奧恩多夫 (Randall Orndorff) 在 2013 年接受美國

一家準確天氣氣象媒體公司(Accuweather)採訪時表示，滲穴

會愈來愈常見，至少在人口稠密地區會更普遍。 

 

奧恩多夫指出：「我們沒有明確證據可以肯定，滲穴發生機

率較過去任何時候都來得高。但由於人類的影響愈來愈大，

例如在容易發生滲穴的地區鋪設馬路和進行建設，之後這樣

的現象可能會更常發生。」 

 

大地突然張口吞滅作惡之人的異象，體現了聖經中上帝報應

的概念。從可拉黨和會眾悖逆的例子就已顯明。 

 

地就開了口，把他們和他們的家眷，並一切屬可拉的人丁、

財物，都吞下去。（民數記 16:31-32） 

 

根據猶太傳統，可拉和其追隨者在被地吞沒後仍然活著，要

等到末世到來，他們才會再次出現。塔木德 (Talmud) 註釋中

有關米德拉什 (Midrash) 的解經被稱作「補述」(Tosafot，塔

木德 Kiddushin 31B)，當中提到可拉黨與出現第三聖殿之間的

關聯。在補述中提到為何詩篇  82 篇會稱為歡樂之歌

「Mizmor」，儘管該篇主題是伴隨著聖殿被毀等一連串悲劇。



 

補述中解釋道，因為身為可拉後裔的亞薩 (Asaf) 看到聖殿和

以色列被毀時，也就是祖先蒙拯救之時。 

 

將可拉黨的故事與接下來的故事相提並論，一名女僕去井邊

打水，結果水罐掉進井裡。這名女僕心裡焦急就哭了起來。

國王的女僕也帶著黃金水罐來打水，水罐同樣掉進井裡。這

時，第一名女僕開始歌唱。她喊道：「我以為沒有人能從井

裡撿回我的便宜陶罐。但現在，無論何人拿回黃金水罐，也

必能撿回我的水罐！」同樣地，被地吞沒的可拉兒子們看到

聖殿城門沉入地底，他們宣告：「無論何人救了城門，也能

拯救我們！」這就說明了為何來自可拉家族的亞薩會提到

「Mizmor」（歡樂之歌）。 

新聞日期：2020/09/04 

 

詩篇 82:3-6 

你們當為貧寒的人和孤兒伸冤；當為困苦和窮乏的人施行公

義。當保護貧寒和窮乏的人，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你們仍

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來走去；地的根基都搖動了。

我曾說：你們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兒子。 

 

哥林多後書 6:2 

因為他說：在悅納的時候，我應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

搭救了你。看哪！現在正是悅納的時候；現在正是拯救的日

子。 

 

禱告方向： 



 

更多思想詩篇 82篇，並為現今是悅納得蒙拯救時刻禱告，主

興起教會起來更多地傳揚福音，主堅立我們手中的工作，並

成為這世代的光和鹽，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APP槍響偵測功能 

翻譯：Samuel Chang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TOI 

 

以色列新創公司增強緊急警報系統 

新增槍響偵測功能 

 

 

「加百列」智慧安全系統能在事發第一時間通知救難人

員，在緊急按鈕按下前，就能自動偵測槍響和爆炸聲。 

 
 
 

 
2019年 10月 10日，反猶槍殺事件事隔一天，哀悼者於德國東部哈勒市 (Halle)
點燃蠟燭向罹難者致敬。(Ronny Hartmann / AFP) 



 

一家以色列新創公司於週三（9/2）發表最新研發的智慧緊

急按鈕，新功能主動偵測槍響聲，並能在第一時間通知救

難人員。為確保社區安全，趕在新年連續假期前推出。新

增的偵測軟體能在手機應用程式啟動或按鈕按下前就自動

偵測槍響和爆炸聲。 

 

 

本套智慧警報軟體更新計畫由 Blue Systems Ltd.研發，並以

聖經守護天使「加百列 (Gabriel)」命名。公司共同創辦人

為約尼．謝里森(Yoni Sherizen)，是一名美國出生的前拉

比，後來從英國移民至以色列。 

 

 

加百列是一個設有感應器、攝影機及麥克風的「智慧型緊

急按鈕」，可被裝置在學校、辦公室、宗教場所、餐廳、

零售及物流中心等公共場所。 

 

 

不論是實體按鈕或手機應用程式，系統能隨時通知救難人員

案發地點，救難人員也能透過系統與現場其他團隊聯繫，使

各團隊掌握最即時的狀況。 

 



 

 
由以色列新創公司研發的加百列，可偵測槍響聲的警報系統。(Courtesy) 

 

 

智慧系統能單獨使用，也能融合現有的安全系統、團隊和緊

急狀況時的操作程序。緊急按鈕新功能能透過裝置於建築物

各處的感應器、麥克風和攝影機偵測槍聲和爆炸聲，也能辨

認聲響來自建築物的哪個位置。新的軟體有別於傳統的偵測

系統，能過濾掉關門、重物掉落、氣球爆破或相似於槍響的

聲音。 

 

 

執行長謝里森表示：「我們又再次縮短因應緊急情況、通知

當局及提供救難資源及工具的時間，使我們更有效率和智慧

地處理緊急事件。」執行長謝里森(Sherizen)表示：「這是另

外一個重要的步驟，以縮短時間去響應緊急情況，提醒當局

注意危險並提供重要的救生工具以更快且更明智地處理緊

急事件。」 



 

 

謝里森表示下一步的開發會著重在偵測其他預警聲音。使事

發當下的感應器能偵測建築物哪些位置有動靜、事發地點、

哪裡有傷患需要急救、哪些位置需要立即封閉及有哪些的逃

生路線。 
新聞日期：2020/09/02 

 
 
 

箴言 3:25-26 

忽然來的驚恐，不要害怕；惡人遭毀滅，也不要恐懼。因為

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腳不陷入網羅。 

 

 

禱告方向： 

為「加百列緊急警報系統」向主獻上感謝，神使用以色列創

新科技祝福列國。為以色列平安禱告，百姓面臨忽然來的驚

恐不害怕，繼續為現今世代受傷的得醫治、軟弱的得剛強，

人心回轉歸主禱告。 

  



 

誰握有天國的鑰匙？ 

翻譯：豐盛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在該撒利亞·腓立比-班尼亞斯的導覽行程： 

「誰握有天國的鑰匙？」 

 

 

歡迎加入這次直播導覽行程，來到西門·彼得首次認出耶穌是
彌賽亞，是永生上帝兒子的景點所在。 
 

 

 



 

這次，我們參觀了西門·彼得認識到耶穌是彌賽亞，是永生上

帝兒子的景點所在。有趣的是，這裡也被認為是惡名遠播拜

金牛犢的地方。 

 

行程說明 

順著從大馬士革到推羅 (Tyre) 的主要道路，就在介於黑門山

與約旦河之間的狹窄地形，可以看到但 (Dan) 和班尼亞斯 

(Banias) 這兩座古老城市的遺跡。這兩座城市不是同時存在，

而是後者取代了前者。在每個時期，該地區皆享有來自約旦

河豐沛的水源，以及在沿途的戰略性位置。不論是但還是班

尼亞斯，都建有大型的宗教儀式建築，這些都是聖經重要事

件發生的地點。 

 

今天，但和班尼亞斯是非常受歡迎的自然保護區。以色列人

喜歡造訪此地，享受大自然：有潺潺的清澈溪流、大片蓊鬱

的綠地和遮蔭處。鮮少有人會走向通往考古遺址的小徑，在

這次虛擬旅行中，我們將走入少數幾條小徑。 

 

 

 
 
 
 
 
 
 
 
 
 
 



 

在造訪但的水泉後，我們將繼續前往帖爾 (Tel) 或稱考古土

墩，並抵達會幕的所在地，這裡據信是拜金牛犢的地方。我

們將穿過以色列城門，上方會發現「大衛之家」(The House of 

David) 的題詞，接著繼續前往迦南城門，這是世界最古老的

拱門。 

 

接著繼續前往班尼亞斯 (Banias) 的水泉，參觀潘神 (Pan) 的

洞穴，周圍建造的神聖建築群內有幾座希臘羅馬時期的神殿。

沿著溪流走一小段路後，會來到羅馬時期的拱形橋，這裡可

能是耶穌將「天國鑰匙」交給彼得的實際地點。我們會在走

過該撒利亞·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 令人驚艷的遺蹟，以

及阿格里帕二世 (Agripa II) 的宮殿後結束這趟行程。當然，

沿途還會經過更多的拱門…。 

 

新聞日期：2020/09/04 



 

馬太福音 16:13-19 
耶穌到了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境內，就問門徒說：人說我人子

是誰？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

有人說是耶利米或是先知裡的一位。耶穌說：你們說我是誰？

西門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子。耶穌對他說：

西門巴約拿，你是有福的！因為這不是屬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我要把

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我要

把天國的鑰匙給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

凡你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 
 
禱告方向： 
Ø 為自己是否仍活在不安全感裡，因著害怕就自造「金牛犢」
假意敬拜神，讓我們到主面前自省禱告，求主光照在生活

哪一個層面上，仍行在敗壞不討神喜悅之事。聖靈幫助我

們悔改並轉離惡行歸向主。 
Ø 西門彼得認出耶穌是永生神上帝的兒子基督，禱告聖靈
指引我們更多地認識神，並且得勝有餘。為教會影響這世

代禱告，神已將天國的鑰匙賜給教會，凡在地上綑綁在天

上也要綑綁，凡在地上釋放在天上也會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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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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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