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染新冠病毒比挨餓來得好？ 

翻譯：Irene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JP 
 

擔心封城的以色列人民： 

『感染新冠病毒比挨餓來得好』 

財政部對全國性發出封鎖限令警告，聲稱此封鎖造成 40 萬

至 80萬以色列人將會失業。 

 

隨著以色列國內面臨確診的人數不斷增加，政府將實施新的

衛生健康規範「在贖罪日至住棚節連續假期期間，禁止國人

出遊、工作及其他休閒娛樂」。 

 

以色列財政部於週三（9/9）針對一項全國性封鎖限令發出警

告，聲稱如此的限令將會導致 40-80 萬以色列百姓失去他們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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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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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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表示，政府應當採取一項靈活變通的封鎖模式來限制

所謂的紅色警戒城市中的居民，並允許其他人工作。 

 

針對國內封城議題，各大企業領頭與以色列財政部長伊斯拉

爾．卡茨（Israel Katz）於週四（9/10）進行會談，各大企業

領頭建議政府應繼續採用原本的社交安全政策，包含戴口罩、

維持社交距離，不應直接封城導致企業面臨倒閉而無法生存。 

 

曾經擔任導遊工作的艾琳娜．戈爾巴塞夫斯基（ Elena 

Gorbacevski）於週四（9/10）向以色列國會經濟委員會表示，

「身患新冠肺炎總比飢餓來得好，」她說著，我有四個孩子

需要照顧，每月從國家保險協會（National Insurance Institute）

支領 3,000 舍克勒（約新台幣 26,000 元），卻得支付每月房

租 2500 舍克勒（約新台幣 22,000 元）。包括我在內，我們

這個家只有一個人能養家糊口，疫情期間，我們必須要有國

家補助金才能過活。 

 

以色列如今儼然成為疫情高風險國家，隨之而來的觀光業就

如付諸東流，僅存國內旅遊業有酒店業者、導遊、與其他供

應商仍存有營收來源，就商界領袖們表示，若政府一旦宣布

封城，那麼這些僅存有收入來源的國內旅遊業者也將會功虧

一簣。 

 

根據一位擁有豐富經驗的酒店高層人士其消息來源，向耶路

撒冷郵報記者表示，「酒店是否能夠繼續營業，取決於本地

警方決定在哪裡設置路障，」。 

 



 

於耶路撒冷的馬哈尼耶胡達市場經營美食旅遊的嚮導業者

魯文・菲洛（Reuven Filo）表示，「疫情當前，企業及員工需

要重新構思生存法則」。 

 

在猶太傳統市場享有 13 年嚮導經歷的魯文．菲洛（Reuven 

Filo），如今在旅遊業不景氣之下，任職於晚班的警衛工作之

中接受採訪說著，「馬哈尼耶胡達猶太人傳統市場於 140 年

前的鄂圖曼帝國時期被建立，英國王室曾一度試著關閉此市

場卻無法成功，現在看來王室家族無法成就的，卻被一個小

小的王冠「意指冠狀病毒」勝過了能夠關閉此市場。」這幾

天就我對馬哈尼耶胡達市場的觀察，目前通常大約有 35%的

店家照常營業，有許多店家面臨倒閉關店，如我們熟知的莎

曼珊瓊斯酒館（Samantha Jones pub）與柏林娜熱狗啤酒店

（Berlina hot dogs）。 

 

不過，菲洛謹慎的指出，市場本身正在煥然一新；他表示，

「如今我們從市場提供禮物籃並快遞送至全國各個地方，就

在昨天我們的員工前往西牆帶猶太節日的旅遊團，在舊城區

疫情警戒的情況下，公司決定在不危及遊客和導遊的安全，

改變旅遊路線，在市場內以新年祝酒的方式為旅遊劃下完美

的句點。」 

 

同時，週四（9/10）一份來自於特拉維夫法院的裁定，當新

冠病毒在合法用途上不再被考量為「天災」時，這就有足夠

的理由不再被奉為某些需要屢行的契約責任。 

 

 



 

法官瑞秋．阿科比（Rachel Arkobi）裁決出有利於一對擁有五

個年輕孩子的夫妻，這對夫婦在宣告破產後已變賣公寓，然

而卻推辭了按時搬遷原住處，畢竟因著疫情大流行，導致他

們更難找到新的居所。阿科比法官在裁決中寫道，由於買家

已由「低價」買入房產，因此額外再花幾個月的時間來等待

搬入新家，總比驅逐五個孩子沒地方住還來得有益，她說：

「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這一趨勢正在抵達全世界法院的大門

前呢！」 

 

新聞日期：2020/09/10 

 

路加福音 1:68-75 

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

施行救贖，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正

如主藉著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拯救我們脫離仇

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向我們列祖施憐憫，記念他的聖

約─就是他對我們祖宗亞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們既從仇

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

公義事奉他。 

 

禱告方向： 

 為以色列民眾常抱怨政府的決策無法與政府同心抗疫禱

告，求主施恩憐憫政府有智慧做出合宜的抗疫決策，民眾

有耐心幫助政府彼此有良好合宜的交通。 

 

 



 

 為以色列政府開始體貼民意向主獻上感謝，提早告知即

將來臨的年節實施城市封鎖並有階段性的限令，使民眾

有預備心。請為失業的百姓與經濟貧困家庭禱告，耶和華

以勒的神為他們預備，使政府救助金送到有需要的家庭，

並促進非營利組織有妥善的幫助，請為教會在此刻不虞

匱乏禱告。 

 

 

 

 

 

 

 

 

 

 

 



 

阿聯酋的教育 

翻譯：謝昭言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JP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孩童正接受和平與寬容的教導 

和平被視為全球社會的終極目標 

 
2017 年 6 月 6 日，卡達首都多哈海港邊一名父親對他的孩子們拍照

留念。(photo credit: NASEEM ZEITOON/REUTERS)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阿聯）為了教導道德，推出了德育課程，

在當地開闢一片新天地，使學生能夠成功地在現代社會競爭。

值得關注的是，這是阿聯第一個將道德教育從宗教教育中分

開的課程。 

 



 

這項研究來自校園教育和平文化容忍審查機構（IMPACT-se）

的一份初步報告，這是一個研究和政策機構，在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所制定的和平與容忍標準之下，分析教科書和課程。 

 

IMPACT-se 熟知這個地區學校的教科書內容，他們發現德育

課程在這個區域相當獨特，因為這門課程願意接受向外發展

和包容的世界觀。 

 

IMPACT-se 的執行長馬庫斯‧謝夫（Marcus Sheff）說道：「這

門德育課程是從宗教教育分別出來的，因此這門課程在阿拉

伯世界非常獨特。」他還表示：「穆罕默德‧本‧扎耶德‧

阿勒納哈揚（Mohammed bin Zayed al-Nahyan）曾表示要從當

初編寫國家教科書的伊斯蘭主義者手中，奪回對教育部的控

制權，而最終也如願以償。到目前為止，我們所審查的資料

是使阿聯的年輕人走向溫和、尊重『他人』以及締造和平與

寬容的藍圖」。 

 

2016 年，在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

揚（Mohammed bin Zayed Al Nahyan）的指示下，阿聯的學校

推行道德教育這項新計劃，藉此向所有社群推行有力的價值

觀和原則。這項報告指出：「德育課程的核心概念是要教導

孩子們以負責任、有效和積極的方式來生活。這門課程不是

教導學生該怎麼做，而是讓他們自行決定做出對的行為。最

後，這門受到全面啟發課程的終極目標，是要將阿聯的所有

孩童，撇除國籍身份與人連結，並與他們分享普世的價值觀

和道德觀。」 

 



 

這門課程的起發源自於阿聯在 2021 年的願景，就是創建知

識型經濟、保護阿聯的遺產以及為公民與居民提供健康和社

會福利。因此，這與最近海灣國家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協定

等政策變化有關。 

 

這門課程包含了四個單元：品格與道德、個人與社區、文化

研究和公民研究，但 IMPACT-se 初步報告僅側重在品格與道

德單元，並參照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制定的和平與容忍標準

來衡量。報告顯示，這些教科書符合以上的標準。 

 

多樣化和包容性是報告中結論的核心部份，而和平則被視為

全球社會的終極目標。 

 

報告顯示：「學生們被教導必須努力『實現並維持和平狀態』，

因為他們被教導『阿聯在成立之初，就將核心價值放在和平

解決衝突上』。」 

 

阿聯教導解決衝突，並主張不惜一切代價反對暴力，而這與

巴勒斯坦課程形成鮮明的對比，巴勒斯坦課程經常鼓勵對猶

太人採取暴力行為。和平主義是藉著這些例子來教導的：聖

雄甘地（Mahatma Ghandi），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的士

兵戴斯蒙‧多斯（Desmond Doss），他不但拒絕殺死敵方士

兵，還冒著生命危險將 75 名戰友抬到安全地帶。 

 

六年級的學生們被教導說：「當你生活在這個世界上，你無

法避免遇到來自不同文化和不同背景的人。」 

 



 

「我們的世界觀是由我們的環境所塑造的。當我們還是孩子

的時候，我們就認為整個世界的思維和行為都和我們一樣，

而文化是永久的，是不能改變的。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

我們開始明白文化並不是一層不變的…許多人認為，世界和

平的關鍵在於尊重和接受彼此之間的矛盾衝突。」 

 

謝夫說道；「IMPACT-se 將對整個阿聯的課程進行審查。我們

看到一本社會研究教科書，將猶太教所在地區歸屬在阿拉伯

世界和中東。而在其他地方，以色列、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在

阿拉伯世界的拓撲圖上是被劃分開來的。這在阿拉伯課程中

並不常見。」 

 

謝夫還說道：「健全的和平教育與人民投入締造和平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我們認為阿聯的德育課程是這個地區學校體

系一個極好的範本。」 

 

新聞日期：20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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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

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

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 

 

 

 

 



 

禱告方向： 

 請為以阿外交合作繼續禱告，有貴重的油澆在亞倫頭上

流到鬍鬚和衣襟，宣告猶太百姓與阿拉伯百姓正在經歷

神所命定的福份，為著共創的以賽亞 19 大道來向神禱告，

恢復古道之路正在發生，三國一律正使地上的人得福。 

禱告主繼續帶領其他中東國家效尤加入與以色列建立外

交合作。 

 

 

 

 

 

 

 

 

 

 

 

 

 

 

 

 

 

 

 



 

巴勒斯坦感覺被拋棄 

翻譯：莊堯亭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JP 
 

巴勒斯坦人的呼聲： 

「我們的阿拉伯兄弟拋棄了我們」 

在一場會議上，阿拉伯國家的外交部長不願意為由巴勒斯

坦草擬的「拒絕以阿和平協議（Israel-UAE deal）」的決

議背書。 

 
2020年 1月 31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 ）

與阿拉伯聯盟秘書長艾哈邁德·阿布烏爾·蓋伊特（Ahmed Aboul Gheit）

於埃及首都開羅會面。 (photo credit: REUTERS/MOHAMED ABD EL 

GHANY) 

 



 

巴勒斯坦人對於阿拉伯國家聯盟不願譴責以阿關係正常化

的協議，感到憤怒並且非常失望。阿拉伯國家聯盟的外交部

長拒絕為反對以阿協議的巴勒斯坦決議草案背書，巴勒斯坦

官員警告，這個協議將會為其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關係

鋪路。 

 

有報導指出巴勒斯坦考慮退出阿拉伯國家聯盟，以抗議該聯

盟對巴勒斯坦人的態度，官方否認了這個消息。 

 

「我們本來以為阿聯酋是唯一一個從背後捅我們刀子的國

家，」一名資深的巴勒斯坦官員在拉馬拉（Ramallah）接受

《耶路撒冷郵報》採訪時表示，「週三（9/9）我們卻看到許

多其他的阿拉伯國家，同樣背叛了巴勒斯坦人民和與巴勒斯

坦議題。這是巴勒斯坦與阿拉伯人在歷史上的黑暗時刻。」 

 

阿聯酋的政治科學家阿布杜拉（Abdulkhaleq Abdulla），在推

特上談論這場巴勒斯坦無法成功說服阿拉伯國家聯盟譴責

阿聯酋的失敗，「巴勒斯坦代表團發現自己被拒於阿拉伯國

家聯盟的會議之外，那場會議放棄了譴責以阿和平協議的巴

勒斯坦決議草案。因著巴勒斯坦腐敗又愚蠢的領導能力，這

是阿拉伯國家聯盟史上第一次發生這種狀況。」 

 

在星期三（9/9）的一場視訊會議上，阿拉伯國家的外交部長

「申明他們一致認同和平是策略性的選擇，並且能在國際法

的根基上──國際合法性的決議與 2002 年阿拉伯的中東和

平倡議──來解決以阿衝突」。 

 



 

他們也表達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主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提出的呼籲，阿巴斯呼籲要建立一個監督中東和平進

程的國際多黨機制（international multiparty mechanism）。 

 

然而，隨著阿聯酋、巴林、埃及、約旦、摩洛哥和蘇丹等幾

個阿拉伯國家表示不贊同協議中的嚴苛措辭，阿拉伯國家聯

盟亦不願意為拒絕以阿協議的巴勒斯坦草案決議背書。 

 

「每一個主權國家都有毋庸辯駁的權利，可以照著他們想要

的方式實行外交策略，這也是這個議會（阿拉伯國家聯盟）

所尊重與擁護的。」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蓋伊特（Ahmad 

Aboul Gheit）在會議上這樣說。 

 

他講的這番話是針對巴勒斯坦人說的，巴勒斯坦外交部長馬

基（Riad Malki）在會議中呼籲阿拉伯國家以違反阿拉伯和平

倡議為理由，拒絕以阿協議。該份和平倡議有提到，阿拉伯

國家可以實現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交換條件是以色列要撤

回 1967 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前的領地界線，巴勒斯坦也

要在以東耶路撒冷為首都的條件下建立獨立國家。 

 

其中一個願意對阿拉伯國家熱臉貼冷屁股的巴勒斯坦官員

名叫穆罕默德．阿克勞（Mohannad Aklouk）、阿拉伯國家聯

盟裡的巴勒斯坦特使。 

 

 

 



 

「巴勒斯坦自豪地期待阿拉伯國家的外交部長們，能夠拒絕

並譴責阿聯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決定。不讓阿拉伯民族

衰落並且維護阿拉伯國家聯盟所遺留下來的產業。」穆罕默

德．阿克勞寫在臉書上，「然而巴勒斯坦沒有能力推動這件

事，所以這個決議草案也就這樣沒了。我們是有尊嚴的國家，

有烈士、囚犯和難民營是我們的光榮，這樣已經足夠。」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 Executive Committee）提到，讓巴勒

斯坦人民「無法取得所有阿拉伯國家一致譴責阿聯酋的決策，

是件相當危險的事」。 

 

「阿聯酋堅持要繼續和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簽定和

平條約，這已經是對巴勒斯坦人民和其權利的公然否定。」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這樣說。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執委會的成員艾哈邁德·馬傑達拉尼

（Ahmed Majdalani）表示，「在全世界都在支持並關注巴勒

斯坦議題時，阿拉伯的弟兄們卻拋棄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國

家聯盟證明了他們無法自己做決定，相反地，這個聯盟被政

治資金和美國施加的壓力牽著鼻子走。阿拉伯國家聯盟藉由

閃躲巴勒斯坦議題，在實現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協議上給出

了更多綠燈」。 

 

另一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成員泰瑟·哈立德（Tayseer 

Khaled），更指著阿拉伯國家聯盟說他們講的盡是「兩面討

好的話」。 

 



 

泰瑟·哈立德補充，阿拉伯國家聯盟一方面拒絕接受呼籲譴

責實現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巴勒斯坦決議草案，另一方面，

或許是為了避免尷尬，他們又表示自己有遵守所謂的阿拉伯

和平倡議。 

 

「阿拉伯國家聯盟讚揚阿拉伯和平倡議的重要和憲章，」泰

瑟·哈立德說。巴勒斯坦人民黨（前身是巴勒斯坦共產黨）的

黨員瓦利德·阿瓦德（Walid Awad）表示，那些打擊巴勒斯坦

決議草案的阿拉伯國家外交部官員，發起了為實現以色列關

係正常化而辯護的活動。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民政局局長、法塔赫組織（Fatah）的資

深官員侯賽因·謝赫（Hussein al-Sheikh）表示，「阿拉伯國家

聯盟一事無成，」他批評阿拉伯國家向以色列「屈服」，並

強調巴勒斯坦將「繼續作自己的主人並且保護好自己的歷史，

金錢沒辦法買他們的尊嚴」。 

 

另一名法特赫官員法赫米·扎爾·阿雷爾（Fahmi al-Za’areer）

批評阿拉伯國家的外交官員，「考量到有些阿拉伯國家和以

色列公開建交並實現關係正常化，這是在立場上讓步。」 

 

至於在阿拉伯國家聯盟的會議所發生的事，則是另一個阿拉

伯國家不再「捍衛和幫助掙扎中的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

列的跡象。法赫米·扎爾·阿雷爾如此說。 

 



 

哈瑪斯和多位巴勒斯坦派系猛烈抨擊阿拉伯國家聯盟，指控

他們「在面對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議題時，背離了自己

的角色和責任」。 

 

一個由伊朗支持的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恐怖組織，其發言人

評論阿拉伯國家聯盟「藉著成為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發起人，

也合法化了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的行徑」。 

 

新聞日期：2020/09/10 

 

詩篇 2:10-11 

現在，你們君王應當醒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當

存畏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競而快樂。 

 

禱告方向： 

 我們為巴勒斯坦百姓禱告，在這關鍵時刻能夠看見神的

心意，不是敵對以色列乃是與其聯盟合作，求主幫助巴勒

斯坦百姓不再被恐怖政權洗腦，禱告神的大光照在這死

蔭當中的百姓，聖靈的風興起。也為中東與北非的伊斯蘭

政權國家元首禱告，能在這蒙悅納時刻，帶領百姓走向綿

羊之路，求主興起關鍵人物，能夠對他們繼續發聲和連結，

走在主的心意與時間表中。 

 

 

 

 



 

歌革與瑪各的預言實現 

翻譯：豐盛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CBN NEWS 
 

俄羅斯和土耳其的關係變好了嗎？ 

為何兩國結盟代表聖經中歌革與瑪各的預言實現？ 

和平被視為全球社會的終極目標 

 
 

俄羅斯和土耳其正朝著聖經預言的軍事同盟靠攏？土耳其

宣布，俄羅斯將從下週開始，在地中海東部舉行實彈軍事演

習。這次軍演正值北約成員國希臘和土耳其為了愛琴海 

(Aegean Sea) 領土的石油與天然氣開採出現爭執，雙方離軍

事衝突只差一步。 

 

 



 

俄羅斯軍事演習地點將在土耳其研究船探勘的海域進行。希

臘和塞浦路斯都聲稱擁有該爭議地區的所有權。北約 (NATO) 

官員試著安排雙方進行協商談判。但希臘堅稱，除非土耳其

船隻撤出希臘領海，否則希臘將不會坐下來談。土耳其似乎

不只是轉向俄羅斯政權，更進一步轉離美國，朝著更激進的

伊斯蘭國家邁出一步。 

 

彌賽亞猶太人  (Messianic Jew) 和預言家喬爾．羅森伯格 

(Joel Rosenberg) 最近對《基督教廣播電視新聞網(CBN News)》

表示，土耳其暴政領袖埃爾多安 (Recep Tayyip Erdoğan) 正

帶領這個國家脫離與西方強權國家的結盟，轉而朝著激進伊

斯蘭國家（如伊朗）邁進。 

 

他表示：「埃爾多安正讓土耳其脫離西方溫和派陣營，將該

國帶向伊朗更激進的伊斯蘭陣營。長久下來，這會是非常嚴

重的問題。」羅森伯格還認為，最近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簽訂的「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帶有先知性意

義。 

 

「我們在以西結書 38 章和 39 章看到的經文，被稱為「末世」

歌革 (Gog) 與瑪各 (Magog) 的未來之戰。當阿拉伯國家面

對以色列可以相當平靜又不出聲，以色列在經過重建後，既

和平、繁榮、祥和且安全，接著俄羅斯、伊朗和土耳其又建

立同盟關係對抗以色列。」 

 

 



 

聖經提到有一天，由歌篾、弗、古實、波斯、陀迦瑪、歌革

和瑪各等國家組成的聯盟會來攻擊以色列。 

 

「波斯人、古實人，和弗人，各拿盾牌，頭上戴盔；歌篾人

和他的軍隊，北方極處的陀迦瑪族和他的軍隊，這許多國的

民都同著你。」（以西結書 38：5-6）。 

 

羅森伯格解釋道：「我不是說與歌革和瑪各的戰爭就迫在眉

睫。我是指中東地區朝和平的趨勢發展，加上俄羅斯、伊朗

和土耳其組成的軸心國，目前正朝著這樣的方向進展。這就

是中東局勢的軌跡，每位基督徒都應該留意這樣的發展，並

持續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和伊朗領袖表示，總有一天他們會征服

耶路撒冷這個城市。其中的屬靈記號就發生在最近，埃爾多

安將古老的基督教教堂聖蘇菲亞大教堂 (Hagia Sophia) 改建

為具有功能性的清真寺。艾爾段在臉書發文寫道，「收復聖

蘇菲亞大教堂就是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  (Al-Aqsa 

mosque) 回歸自由的記號」。詳情可參閱又一教堂變為清真

寺。 

 

新聞日期：2020/09/10 

 

 

 

 

 



 

以西結書 38:14-16、39:6-7 

人子啊，你要因此發預言，對歌革說，主耶和華如此說：到

我民以色列安然居住之日，你豈不知道嗎？你必從本地，從

北方的極處率領許多國的民來，都騎著馬，乃一大隊極多的

軍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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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降火在

瑪各和海島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我

要在我民以色列中顯出我的聖名，也不容我的聖名再被褻瀆，

列國人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以色列中的聖者。 

 

禱告方向： 

 請為目前現今是中東地區朝和平的趨勢發展來向神獻上

感恩。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信主禱告，聖靈造訪，使人心

悔改歸信主。為以色列與列國禱告，現在是分水嶺時刻，

各國紛紛走向山羊與綿羊列隊，正如約珥書裡面所言，列

國正走向斷定谷。請為自己所屬的國家成為綿羊國禱告，

是神手中祝福的器皿。 

 

 為地中海域禱告，各樣事件發生都在神的時間表內，特別

為希臘與以色列友好的關係感謝神，繼續為希臘成為以

色列在地中海域上的盟友關係禱告，無論在防空與海防

上合作無間，都滿有從主來的恩惠與保護。 

 

 

 



 

為西非禱告 

翻譯：莊堯亭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CBN NEWS 
 

迫切需要一個奇蹟 

 
 

根據華盛頓郵報於 8/22 報導，「6 月下旬的一個夜晚，槍手

衝進布吉納法索北方的村莊，命令已在外面聊天的人趴下，

然後這群武裝的陌生人翻找每個人的脖子，看看有沒有珠寶

等值錢的東西。他們發現有四個男人戴著十字架，他們是基

督徒，於是就將他們處決了…」。 

 

布吉納法索是非洲眾國中，其中一個脆弱的國家，經常成為

恐怖份子猖獗和基督徒受迫害的地方。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五國（the Group of Five，G5）：布吉納法

索、查德、馬利、茅利塔尼亞、尼日，再加上奈及利亞，據

統計，光在 2020 上半年就有超過 1,200 基督徒被伊斯蘭恐怖

組織聖戰士殺害。這些遙遠的國家面臨著相當讓人堪慮的光

景，卻鮮少在美國的新聞上曝光，特別在大選這一年。 

 

奈及利亞境內的宗派流血衝突偶爾佔據美國新聞播報版面，

我也曾經為家庭研究理事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寫過

一篇很長的文章，內容探討當地因著恐怖攻擊而急速增加的

基督徒受害者。奈及利亞的困境令人不寒而慄，如今類似的

危險也在鄰近的幾個國家倍數增加—這些威脅經常性地被

忽視。最近，只有布吉納法索得到了國際上的關注。 

 

根據 8 月 30 日《基督教首要新聞（Premier Christian News）》

這樣報導，「隨著基督徒倉皇逃離武裝聖戰組織日益升高的

暴力行動，遍及在布吉納法索北方的教會就這樣被拋棄。迫

使如今有超過一百萬人到西非國家重新安頓，聯合國難民署

（UN Refugee Agency）表示，這是『世界蔓延速度最快的人

道和保衛重任的危機』。儘管受恐怖攻擊行動影響的不只有

基督徒，然而不可置疑他們卻是被特別針對的目標。」 

 

其他相關新聞報導，根據聯合國難民署在布吉納法索的報告，

「全國總人口中的 5%（每 20 人就會有意想不到的 1 人）卻

被迫使活在目前世界上最迅速發展的人道主義和保護危機

中。 

 



 

宗教自由倡議人士對伊斯蘭西非省（ Islamic State in West 

Africa Province，ISWAP）、博科聖地和蓋達組織在當地造成

的日益升高暴力行為，感到相當困擾。這些恐怖組織仍以驚

人的數字持續擴張。有些非洲國家同意外國軍隊的進駐，來

訓練和保衛當地軍隊和執法單位。然而因著美國在當地駐軍

的縮編，美國會介入的可能性很小。 

 

美國公共政策企業研究院（AEI）的瑪格麗特·齊默曼

（Margaret Zimmerman ） 寫道，「西非的兵力將出現陡降，

當地資源已經很緊張，美國非洲司令部表示（AFRICOM）會

減少當地的反恐任務。儘管真正的事實是，該地的區域安全

和穩定性在去年快速的惡化，官方單位的新目標仍只是遏制

這些恐怖組織，而非削弱他們的能力或者實際執行反恐任務。

西非是唯一一個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同時在擴張、更有默契

和更加致命的地區–也因此需要更積極的干預。」  

 

根據普立茲中心（Pulitzer Center）在 2020 年 8 月的消息，

非洲西北部持續有來自美國的反恐行動，只是僅以年度培訓

的方式進行，由非洲特種作戰司令部執行，此行動專注在提

升西非國家規劃和進行反控任務的能力。其中包含 11 個國

家：阿爾及利亞、布基吉納法索、喀麥隆、查德、馬利、茅

利塔尼亞、摩洛哥、尼日、奈及利亞、塞內加爾、突尼西亞。 

 

一開始，這個小小的報導對於陷入困境的非洲基督徒來說，

根本是個天賜之物。但是，反恐行動中的戰士並不會參與在

每日的保護任務或是抵禦被恐怖組織視為目標的人。 



 

於是，大批受到恐怖組織聖戰士迫害的弱勢群體，仍然維持

毫無保衛能力的脆弱狀態。難以計數的故事都如此絕望，述

說著陷入困境的村民絕望的向警方或軍隊請求幫助，流淚懇

求的結果，最多能讓部屬軍隊一小時之後前來，或者，更多

的情況是沒有任何反應。 

 

我詢問我的同學謝妮娜（Nina Shea）–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宗教自由中心的主任–有關這種棘手情況的看法。 

 

「從非洲東海岸的莫三比克到西非的奈及利亞、尼日、馬利

和布吉納法索，這些區域都在伊斯蘭恐怖組織聖戰士的攻擊

範圍內，」她解釋著，「伊斯蘭極端武裝份子正在那裡襲擊

基督徒，而撒哈拉以南的年輕基督教社區，正面臨著和最古

老的基督教社群尼尼微城同樣的命運和生活壓力。事實上，

在這幾年來，光是奈及利亞的基督徒殉教者就超過了所有中

東地區的總合。」 

 

謝妮娜接著說，「伊斯蘭國和蓋達組織都在西非持續壯大，

並且矢言建立新的哈里發國，最終勢必會同樣地威脅到西方

國家。不能因著眼前利益就沾沾自喜，非洲的基督徒需要我

們的禱告、我們在人道工作上的參與，以及教會和政府的幫

助來度過這個危機。」 

 

對於那些在遠方觀望的人，西非的情況悲慘又令人憤怒。美

國或者其他國外勢力到底會不會盡快對當地絕望的基督徒

伸出援手？這是一個讓人充滿懷疑的問題。 



 

然而，就像那些不斷呼籲外界禱告、充滿信心的基督徒一樣，

我們需要與他們站在一起，同心呼求上帝的恩手介入。 

因為，確實是這樣，只要掙扎中的西非基督徒在抵抗恐怖組

織的景況中有任何好消息，都是禱告中極為美好和激勵人心

的回應。在這個時候，我們甚至會說這是一個神蹟。 

 

萊拉．吉伯特（Lela Gilbert）是家庭研究理事會的國際宗教自

由領域的資深研究員。這篇文章於 2020 年 9 月 3 日刊登在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部落格（Juicy Ecumenism Blog）。 

 

新聞日期：2020/09/04 

 

 

士師記 6:12、16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顯現，對他說：「大能的勇士啊，耶和

華與你同在！」耶和華對他說：「我與你同在，你就必擊打

米甸人，如擊打一人一樣。」 

 

提摩太前書 2:1-3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

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

的度日。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禱告方向： 

 為西非基督徒禱告，在逼迫與艱難中禱告信心增長，有從

主來的恩典，能夠繼續堅心倚賴神。特別為無法逃出來仍

在奈及利亞教會、布吉納法索北方教會禱告，主保護遮蓋

他們，躲避伊斯蘭恐怖份子的轄制與威脅，也求主興起如

同為主為族群而站立的基甸與 300 位勇士，在西非國家

中興起改革之風，在生命受到極大威脅下仍有盼望與信

心。 

 

 為非洲友好國家禱告，能夠為非洲慘絕人寰的逼迫殺害

發聲，求主興起華人不僅在經濟上幫助非洲，在人權傷害

上也能夠在各個領域中盡一份力量，神能夠使不可能的

事轉變為可能，我們禱告有神的手介入干預禱告。 

 

 

 

 

 

 

 

 

 

 

 

 

 



 

為巴基斯坦教會禱告 

翻譯：豐盛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CBN NEWS 
 

巴基斯坦基督徒拒皈依伊斯蘭教， 

被控「褻瀆罪」遭判死刑 

 

7 月份，一名被控褻瀆罪的男子在西北部城市柏夏瓦 (Peshawar) 的

法庭上遭槍殺身亡。(Muhammad Sajjad/ AP) 

 

一名巴基斯坦基督徒男子因涉嫌向穆斯林主管傳送「褻瀆」

簡訊遭判死刑。根據《晨星新聞》(Morning Star News) 的報

導，現年 37 歲的阿西夫·佩爾瓦茲 (Asif Pervaiz) 的委任律師

賽義夫·馬盧克 (Saiful Malook) 表示，佩爾瓦茲在成衣工廠

的前任主管，控告他在手機上傳送褻瀆簡訊，為此他被監禁

了 7 年。 

 



 

法院在 9 月 8 日週二判處佩爾瓦茲死刑。馬盧克告訴法新社 

(AFP)，佩爾瓦茲否認對他的所有指控。 

 

這名律師說道：「法官應該駁回這個案件。」他補充表示，

這項起訴案根本毫無證據，他將在本週稍晚向拉合爾高等法

院 (Lahore High Court) 提出上訴。馬盧克告訴《晨星新聞》：

「佩爾瓦茲花了七年時間等候法院判決。誰知道他還要等多

少年，官司才能了結？」 

 

佩爾瓦茲堅持認為，在他拒絕放棄基督教信仰皈依伊斯蘭

教後，他的上司才對他進行指控。但他辭掉工作後，他的

上司仍在新的工作地點對他窮追猛打。 

 

 
 



 

人們高呼口號，抗議雅夏·畢比 (Asia Bibi) 獲得釋放。這名基

督徒被控褻瀆罪，但在 2018 年 11 月，巴基斯坦的拉合爾 

(Lahore) 最高法院取消該項死刑判決。 

 

馬盧克表示，他的當事人在遭指控事件發生的前幾天遺失手

機 SIM 卡，並推斷該名主管發現這張 SIM 卡，並用它傳送簡

訊到佩爾瓦茲的手機上。他對新聞媒體表示：「不幸的是，

在審判過程中，佩爾瓦茲就在監獄待了七年。在高等法院受

理上訴案件之前，誰知道他還要在獄中關多久。在這些褻瀆

案件中，最糟糕的是放任被告在監獄裡關押多年，直到最後

證明清白。」 

 

馬盧克是名穆斯林，曾代表雅夏·畢比 (Asia Bibi) 進行訴訟。

在案件獲得國際社會關注之前，她同樣被判處死刑，她在

2018 年 10 月獲得釋放。根據《基督教廣播電視新聞網(CBN 

News)》的報導，在巴基斯坦的伊斯蘭法律，褻瀆罪是可以判

處死刑。畢比在 2010 年遭人誣陷被判褻瀆罪，一名同事在與

她發生爭執後，控告她侮辱伊斯蘭教。這名基督徒母親以死

刑犯身分度過了近十年時間，最後才獲得釋放。 

 

畢比現在和她的孩子住在加拿大。早在今年 2 月，她已向法

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基督徒和其他宗教少數族群持續成為

巴基斯坦褻瀆法下的主要凌虐對象。 

 

 

 



 

根據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  (U.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表示，目前在巴基斯坦獄中

約有 80 人被控褻瀆罪，其中有一半正面臨無期徒刑或死刑。

有些被告從未接受審判。早在 7 月份，美國公民塔希爾·艾哈

邁德·納西姆 (Tahir Ahmad Naseem) 在巴基斯坦柏夏瓦法庭

上遭到槍殺身亡。行兇者聲稱，由於他是屬於阿赫邁底亞 

(Ahmadiyya；編按：該信仰因不承認穆罕默德是最後一位先

知，故被伊斯蘭教視為異端) 教派，因此才槍殺納西姆。 

 

新聞日期：2020/09/09 

 

詩篇 6:8-10 

你們一切作孽的人，離開我吧！因為耶和華聽了我哀哭的聲

音。耶和華聽了我的懇求；耶和華必收納我的禱告。我的一

切仇敵都必羞愧，大大驚惶；他們必要退後，忽然羞愧。 

 

禱告方向： 

 讓我們為著身受患難中的巴基斯坦主內家人們禱告，求

主釋放他們出監牢，在不公義的環境中能夠靠主得勝，求

主憐憫拯救他們從痛苦中得釋放。神背負他們一切的患

難與身心所受的折磨熬煉。為巴基斯坦教會平安禱告，主

引領牧者與弟兄姐妹們的腳蹤，神的榮光成為教會的後

盾，保護並遮蓋禱告。 

 

 

 



 

貝魯特再次爆炸 

翻譯：莊堯亭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JP 
 

貝魯特大爆炸一個月後， 

港口大火再次讓居民陷入驚恐 

據黎巴嫩軍方的消息，儲存石油和輪胎的工廠起火燃燒 

 
名提供消息的軍方人員表示，港口區的食用油起火，一路延燒到輪胎

工廠。（美聯社） 

 

本週四（9/10）貝魯特港口再次發生大火，數週前，就在一

場大規模爆炸摧毀了該港口，數週以來黎巴嫩首都部分地區

被濃煙吞沒，造成該市一片廢墟。 



 

當天，火勢從港口殘破的免稅區開始延燒，促使一些居民逃

離這座城市。貝魯特仍陷在上個月的大爆炸創傷中，如今緊

接著又爆發港口大火。消防隊在地面控制火勢時，軍用直升

機從空中灑水，到了午夜，官方表示火勢幾乎已撲滅。濃煙

仍從悶燒的殘骸中竄升，但已經沒有那麼濃密。 

 

這場大火讓氣氛緊繃到邊緣的城市更加緊張，8 月 4 日的港

口爆炸使讓這座城市蹣跚地搖晃，舉國在沉重的經濟壓力下

掙扎，也讓黎巴嫩陷入自 1975 至 1990 年的內戰以來，最嚴

重的政局穩定危機。 

 

「我們當然很害怕，毀掉貝魯特的大爆炸才過了一個月。同

樣的事情又發生在我們眼前。」53 歲的安德烈．穆伯斯（Andre 

Muarbes）在一片煙灰灑落車輛和建築的城市裡，如此說道。 

 

黎巴嫩總統密歇爾·奧恩（Michel Aoun）在最高安全官員會議

上表示，此次燃燒的大火應是怠工、機械故障或疏忽的結果，

並且會迅速找出災害發生的原因。許多黎巴嫩人感到沮喪，

是因他們還沒有被告知上個月港口爆炸事件的任何初步調

查結果，該事件造成約 190 人死亡，6,000 人受傷。 

 

官員表示（9/10）周四的大火並未造成任何傷亡，除了一些

居民有氣喘呼吸困難的狀況。 

 

黎巴嫩公共工程部長米歇爾·納傑爾（Michel Najjar）在爆炸

案發生後辭去了他的職位，他告訴黎巴嫩 MTV 電視台，初

步跡象顯示爆炸是在港口維修時的焊接工作發生的。 



 

 

 
雖然一時之間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引發大火，路透社的一名目擊者看

見殘破不堪的港口區竄出熊熊火光。（社群媒體） 

 

日內瓦的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表示，他們有救援的物資在著火

的倉庫裡。「我們的人道救援行動很可能因此受到打擊。」

國際非營利組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總裁法布里佐·卡

波尼（Fabrizio Carboni）說。貝魯特的港口一直以來都是許多

援助機構使用的地方，以便幫助黎巴嫩的難民並提供物資給

鄰近的敘利亞人民。 

 

一位軍方的消息人士透露，週四（9/10）的爆炸明顯地起因

於食用油著火，緊接著燃燒整座輪胎倉庫。從監視畫面可以

看見，在上個月發生爆炸的倉庫中，火苗是沿著一旁的輪胎

竄燒起來。 

 



 

49 歲的馬傑德·哈薩寧（Majed Hassanein）開車帶著太太和

兩個孩子逃離火焰竄高的火災現場，「我不得不帶他們離開

貝魯特，逃離濃煙和大火──這已經是港口發生的第二次烈

火了。」他說他的兒子仍處在上個月的爆炸驚嚇中，那場爆

炸幾乎摧毀了這座城市，讓 30 萬人在無法居住的屋子和破

碎的窗戶前流離失所。 

 

黎巴嫩的一位社會運動倡議人士、貝魯特美國大學的教授卡

門·吉哈（Carmen Geha），她說大火再次證明了統治菁英階

層的糟糕治理，把整個國家往危機裡拖，在連年的貪腐和治

理無方後仍未改善。「這種罪行令人作嘔，嚴重的疏失和自

大驕傲，」她說，「你根本無法信任他們有辦法管理任何事。」

  

從電視上可以看到消防人員在倉庫殘骸中撲滅大火，而那

些破爛的殘片是上個月大爆炸的後果，起因於存放多年未

處裡的硝酸銨。 

 

新聞日期：2020/09/10 

 

詩篇 99:5-8 

你們當尊崇耶和華─我們的神，在他腳凳前下拜。他本為聖！

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亞倫；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

他們求告耶和華，他就應允他們。他在雲柱中對他們說話；

他們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賜給他們的律例。耶和華─我們的

神啊，你應允他們；你是赦免他們的神，卻按他們所行的報

應他們。 

 



 

以弗所書 6:18 

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

徒祈求。 

 

禱告方向： 

 請為黎巴嫩貝魯特教會重建家園禱告，感謝許多弟兄姐

妹和教會為當地教會奉獻，我們藉由 AFTA 阿拉伯人向阿

拉伯人傳福音機構，使台灣全數兩萬美金奉獻已送至黎

巴嫩貝魯特教會，幫助許多貧困與受災家庭，感謝讚美主 

。求主繼續恩待教會所做的福音預工，使更多人因著這次

大爆炸人心能夠被主得著。另外，讓我們為黎巴嫩主內家

人靠著聖靈多方禱告祈求並警醒不倦，禱告他們流淚撒

種並歡呼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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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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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line.me/ti/p/@bcq307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