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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 精彩研討會 
 

每一年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引頸企盼列國基督徒與商界領

袖前來參與由以色列國會與美國參眾議院召聚的禱告會，列

國基督徒們代表著自己所屬的國家前來祝福以色列之外，就

屬研討會令人期待了。因為，在多樣不同的研討會當中，邀

請以色列當地非政府組織與非營利組織和基督徒們分享以

色列現今局勢與他們所做的工，這是在媒體上看不到的，也

最讓人為之一亮，這幾年不僅有商界與政界，神在以色列與

中東當中所做的新事，我們看見了以色列進入因著敘利亞內

戰造成殘破不堪的城市，由當地救援的總指揮官前來與大家

分享，以色列進入救援的團隊如何與非營利組織合作，救助

醫療當地敘利亞百姓；以及面臨巴勒斯坦衝突時，以色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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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在軍力與百姓之間教育化解衝突；媒體上看不到的慈惠行

動，創新科技，農業發展，南地復甦行動，在 JPB研討會上

一目瞭然。 

 

今年線上研討會與往年一樣精彩豐富，JPB 主辦單位邀請了

以色列教育旅遊中心與大家分享創新的秘密，以及 2000 年

開墾猶大和撒瑪利亞之地，藉由種植橄欖樹與葡萄園，使土

地開發生機蓬勃的開路先鋒者。另外，線上研討會上邀請了

中東專家，從十年前開始分享中東局勢變化直到如今以阿簽

署亞伯拉罕協定等，如何關注在中東有 70%年輕人口，他們

的所思所想，特別是對政府的期待，什葉派與遜尼派之間目

前在中東國家的狀況，最重要的是，使我們看見 20年來以色

列對於渴望中東和平所擺上的行動，使創新技術、經濟和醫

療資源等藉由學術與媒體並其他管道或第三國家等與阿拉

伯鄰國分享。接下來，針對阿利亞議題，如何成為阿利亞以

及回歸者的生活掙扎，面臨新生活的艱辛，落葉生根的時候

竟然連觀光客在這國家裡都能夠擁有駕照，他們合法回歸卻

連此機會都沒有；然而，因著許多非營利組織在這裡幫助他

們回歸以及回來後的前置生活，祝福他們能夠擁有新生活與

美麗開展的新生命。與會中，藉由專業律師分享，如何就非

常困難的阿利亞案子與以色列內政部談判釋放回歸，使悲傷

轉為快樂，我們更明白成為阿利亞所面臨的挑戰。 

 



 

第二天線上研討會，一上台是一位專門研究恐怖自殺炸彈

客擁有 20年經驗的專家，她和許多失敗的自殺炸彈客面對

面了解他們/她們的面向，這位女性研究恐攻專家向大家表

示，以色列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都一樣面臨著許多悲傷的故

事，但是猶太人不同的是，不會上癮在自憐的裡面，這也

是這樣的小小國家能夠有創新的技術開發，將最好的教育

給孩子們，不是傳遞仇恨，而是向前看往前走，選擇正確

的事去行。研討會中，我們看到一位年輕的女實業家，一

開頭和基督徒們分享她在軍中是如何藉由天使服役的靈來

拯救她的生命，她相信是因為有很多人的禱告扶持，在軍

隊中曾擔當射擊手，她在軍中的工作也教導更年輕的男女

士兵們，如何射擊槍殺恐怖份子，在軍中常會說的一句話

就是：「不要嘗試著逃走，否則你將會疲於死去。」每一

週，在單位裡都會使用不同且多樣的武器，有一次在遠程

基地時，她因著禱告經歷了基督徒的幫助，藉由她的分享

使我們備受激勵。女性實業家開始分享精彩的創業，從起

初如何開始，中間經歷起起落落，到如今現在新冠疫情，

核心思想都離不開為人們創造幸福。來自外交部主責全球

宗教事務部門官員在研討會上向與會並線上的基督徒們致

謝，因著基督徒們與以色列同站立，猶太人體會上帝的信

實，並帶給他們更多的力量。 

 

現在讓我們來看精彩的片段，為您整理「以色列創新的秘密」。 



 

以⾊列創新的秘密 

新興國家的幕後花絮 

講員：Steve Gray 

以⾊列教育旅遊中⼼ 

2020/10/21 JPB SESSION 

 

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下午研討會，第一場邀請曾經在英特爾

（Intel）任職超過 15 年以上並對創新研發技術研究的史提

夫‧葛瑞（Steve Gray）與大家分享，一開場，葛瑞表示一個

具有 72 歷史的國家以色列，至今有許多國際型公司投注資

金在這裡，他們正代表著有 35個國家在此研發技術，例如有

英特爾 Intel在數年前，投資超過 15億美元在Mobileye公司

研發創新技術。全球研發安全高科技技術有超過 2200 家公

司，而其中有五分之一也就是 20%的公司都在以色列。如今，

更是有 6-7000筆新穎的創新技術正在進行，以色列國內有 30

萬民眾任職投入創新技術。 

 

每⼀年參與任職在創新技術的⼈⼝數，2019 年⾼達 32.1 萬⼈⼝。 

 



 

線上與會中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我們可以看見在以色列全面

創新環境的生態系統，如此的系統也正是造就了以色列可以

有如此強大的創新技術與環境。葛瑞帶我們來看整個互通連

結的六大區塊，有著：政府支持系統、產業別與跨國公司、

強大的創投環境、競爭結構、文化賦權、軍事。現在我們來

看看這其中的四點，更多地認識以色列是如何造就創新技術

的環境。 

 

1. 政府支持系統：這裡的政府支持系統是積極參與風險投

資行業，並影響著創新技術能帶給市場其研發和產品。對

於投資業者來說，稅務的優惠是不可少的，以鼓勵創新技

術的開發。這對於創新業者們來說是非常幸運的，可以專

心集資又不用顧慮到稅務過重的問題；這也是我們看到

在這 15-20年來，導致跨國公司蜂湧而至以色列投資與研

發創新技術的原因。 

 

2. 競爭結構：眾所皆知，以色列是一個很小的市場環境，在

這裡沒有什麼大型的本地公司能帶來消費性產品，甚或

是什麼商業產品，因為這裡人口也不多，實在是無法為本

地市場帶來什麼經濟效益。你們也會發現，以色列與鄰國，

例如像是黎巴嫩、敘利亞、約旦，甚至是埃及都沒有很多

直接貿易合作夥伴，沒有什麼高科技研發商業環境有所

互通的經濟市場。也因此幾乎一開始，任何在以色列的公



 

司，第一天都會認真追求全球性考量，以色列擁有與歐洲

市場強大的連結，與美國也有貿易協定，並進入亞洲市場；

這些都帶領我們這小小的國家有著全球的策略並奠定成

功的基礎，縱使我們以色列原本是人跡罕至的地方，然而

我們做到了。 

 

3. 軍事：在這裡我們不論低估與高估，我們想要與您分享的

最重要的軍力是到底在以色列正在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不是想要和您分享，在軍事上我們使用了什麼高科

技的技術，而是我們面臨到的困擾，以致於讓我們擁有創

新的回應以及跳脫凡人思考的架構。你也許會看到我們

在網絡安全這個區域上的專長，也因此人們會來到這裡

來學以致用，應用在他們消費性的產品市場或軍事市場。

在以色列，男人女人全民皆兵，我們在軍事上不僅學習高

科技，更是學習如何成為領袖，這是我們在部隊中需要學

習的一課，在這裡，我們被訓練如何在不確定的環境中仍

需要做出正確的決策，領袖被給予機會來管理大量的預

算，並且治理你的部隊部署在真實的生與死的事上予以

抉擇；在過程中，這是一個團隊工作，並且帶來團隊能聚

焦在使命上。那麼接下來發生什麼事呢？你將會看到當

這些士兵們離開了部隊，你會看到之前在他們學習上的

發芽結實，如今在他們所屬的環境上，他們從部隊中曾經

所學習到的，他們已經知道如何治理團隊，如何來計畫並



 

進行有效地執行。 

 

4. 文化賦權：這帶來多樣性的想法，在以色列的文化中，我

們不懼怕失敗，不會因為害怕或避免失敗就侷促不前。以

色列是一個移民社會，早期以色列建國時僅有 60萬人口，

如今我們已有 900 萬人口，大部分的人都是早期第一代

移民者的子子孫孫，移民者大多在這裡都是創業者、冒險

家，在生活許多事情上，他們都需要重塑並能耐操，他們

不會有與本地人看事情一樣的角度，他們絕對會有不一

樣的觀點。 

 

 

 

 

 

 

 

 

以色列創業精神的三大基因：態度、特色、文化。線上研討

會上，我們為您簡單地陳述以下幾點，關於以色列的 chutzpah

精神，就是盡可能地去嘗試，有去嘗試就算不成功但你總有

去做了，不畏艱難全力挑戰，結果就算不成功，但過程中你

已獲得有價值的經歷。 

(Photo Credit: Jerusalem Online) 



 

ü 喜於挑戰：對每件事樂於發問 

ü 有著強烈的主導力，必贏態度 

ü 敲每扇門，不放過每個有可能的機會 

ü 解決方案：面對真實的問題以驅策解決 

ü 成本：以有限的資源上來發揮有果效的用途 

ü 宏觀遠見，從在地化走向全球化 

ü 從錯誤中學習：容忍並接受失敗 

ü 短暫的歷史：不被過往約束 

ü 獎勵制度：財務、名聲、人氣 
 

撰文：陳錫安｜編審：雲嵐牧師 

 

下⾯的影⽚中，正在研發即將要上市的新產品，讓我們拭

⽬以待！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bEEmc0xtvw&feature=youtu.be


 

埃及開放 4天加薩邊境 

 

自九月以來，埃及首次開放加薩邊境 

 
被哈瑪斯控制的加薩走廊，因著人口密度高而特別受到人們

對於新冠病毒傳播蔓延的關注。 

 

 
2020 年 11 月 2 日號，加薩民眾乘車等候過境拉法邊境。 (Ali 

Jadallah/Anadolu Agency) 

 
 

根據週三（11/4）土耳其每日晨報（Daily Sabah）報導，因著

新冠病毒疫情限令，加薩邊境已關閉，然而埃及當局自九月

以來，現今首次重新開放與加薩走廊的拉法過境點（Rafah 

Border Crossing）。 



 

為了防止新冠疫情的擴散，埃及最初在三月中旬關閉邊境，

隨著邊境的重新開放，哈瑪斯當權者調動安全部隊進入市中

心，提供乘客巴士運送病患並且允許持有外國、埃及護照者

和學生離境。 

 

埃及當局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邊境航站將雙向開放四天

（11/2-11/5），直到週四（11/5）。文中接續著表示，旅客

在出入加薩走廊期間，需遵守新冠病毒法規條令，埃及衛生

部並指出，那些要返回進入加薩走廊者，需要經過檢疫並出

示檢測報告。自上次九月底僅開放三天邊境後，至今有一個

月時間再重新開放邊境，視隔離而定，九月當時有 2,659 名

旅客離開加薩以及 819名入境加薩走廊。 

 

 
 
 



 

因著高密度人口，缺乏的醫療基礎設備，極差的衛生條件環

境並經常性的停電，被哈瑪斯控制的加薩走廊，已經是新冠

病毒傳播關注之地。 

 
 

翻譯：郭家綺｜校稿：CANWF｜編審：雲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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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 22:21-23 

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你當領受他口中

的教訓，將他的言語存在心裡。你若歸向全能者，從你帳棚

中遠除不義，就必得建立。 

 
禱告方向： 

Ø 禱告主敗壞加薩哈瑪斯恐怖政權勢力，願主恩待加薩百
姓有真光照耀這地使人心甦醒，不再活在謊言的轄制裡。

為加薩百姓能夠有機會認識神禱告，禱告主堅立教會，特

別在疫情期間蒙主看顧與保守。為埃及成為神的手所使

用的器皿禱告，在神的時間表內與以色列和亞述成就三

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為列國禱告 – 納卡衝突 

 

俄羅斯考慮伊朗的提案以終止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 

 
至少有千人，甚至更多的人死於九月十七日爆發的納戈爾諾

—卡拉巴赫衝突事件 

 

  
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之間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爆發武裝衝突。

(photo credit: DAVID GHAHRAMANYAN/NKR INFOCENTER/PAN PHOTO 
HANDOUT) 

 
 

納戈爾諾—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簡稱「納卡」）山

區的戰火如今已進入第六週，雖經三次停火協議仍未能成功

阻止這場衝突，俄羅斯正考慮採用伊朗的提議。 



 

國際文傳電訊社（Interfax News Agency）引用俄羅斯外交部

次長魯登科（Andrei Rudenko）的話說，伊朗的提案是出自一

週前拜訪莫斯科的伊朗外交部次長阿拉奇（Abbas Abaqchi）

之手，該提議並未說明細節。魯登科告訴媒體：「我們正謹

慎看待此事。」 

 

自九月十七日在「納卡」爆發的武裝衝突，至少已有千人，

甚至更多的人死於這場衝突。該地區在國際上被視為亞塞拜

然領土，但實際上受亞美尼亞人控制。 

 

 
 

此次衝突堪稱二十五年來最嚴重的一次，顯示出土耳其在當

中的影響力。土耳其向來是亞塞拜然在南高加索的盟友，亞

塞拜然曾屬於前蘇聯，長期由俄羅斯主導，亞美尼亞則與俄

羅斯之間簽有共同防禦條約。 

 



 

俄羅斯新聞媒體上週報導，伊朗提出願意在「納卡」地區扮

演和平協商的領導角色，據悉俄羅斯也會參與其中。 

至今已進行數十年的協商，主要由俄、法、美主導，亦即歐

洲安全與合作會議於 1992 年成立的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

（ Minsk Group of the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

operation in Europe，OSCE），負責監督「納卡」地區的安全

與人權。 

 
週五（23日）雙方達成協議不傷及平民，然而數小時內再度

爆發襲擊事件，起因仍是亞塞拜然的油管與瓦斯管的安全問

題。戰火進一步延燒，導致亞塞拜然對於達成最終的和平協

定興趣缺缺，同時國際間複雜的互相角力難以協商出停火協

議，即便土耳其也積極想擔任斡旋要角。 

 
衝突仍然持續 

 

亞塞拜然的國防部週二（10/27）分別於靠近伊朗邊境的贊格

蘭（Zangilan）和庫巴特雷地區（Gubadli）以及衝突地點的東

北邊阿德艾爾（Aghdere）和霍賈文德（Khojavend）地區—亞

美尼亞人稱為馬爾達凱特（Martakert）和馬爾圖尼（Martuni）

地區報告了戰鬥行動。 

 

亞塞拜然表示位於亞美尼亞的邊境區域已遭到迫擊砲和小

型武器攻擊，地處「納卡」與伊朗間的菲祖利（Fizuli）城市

以及鄰近村莊亦遭炸彈襲擊。亞美尼亞國防部發言人蘇珊‧

史蒂芬妮（Shushan Stepanyan）否認襲擊菲祖利，國防部官



 

員霍漢尼斯揚（Artsrun Hovhannisyan）則說「納卡」東邊的

戰火仍持續中。 

 

亞塞拜然的總檢察長阿利耶夫（Kamran Aliyev）在專訪中告

訴路透社（Reuters），往前推進的亞塞拜然軍隊在菲祖利發

現一座曾屬前蘇聯的城市，如今已是空城。「我們軍隊連旗

幟都不能放，因為已被夷為平地。」他在亞塞拜然首都巴庫

（Baku）如此說。此外他也考慮進行犯罪調查，了解歷史建

築的損毀情形。亞美尼亞人控制的「納卡」國防部表示自九

月二十七日以來已有 1,177 人死亡。亞塞拜然並未透露軍隊

傷亡數字，俄羅斯預估雙方至少已造成 5,000 人於衝突中戰

死。 

 

翻譯：Joy Chen｜校稿：CANWF｜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JP｜新聞日期：2020/11/03 

 
箴言 21:21 

追求公義仁慈的，就尋得生命、公義，和尊榮。 

 

禱告方向： 

Ø 為亞美尼亞許多被迫害殘殺或被迫離開家園的基督徒家
庭禱告，主施恩憐憫在教會當中。禱告亞美尼亞與亞塞拜

然雙方能夠停火，在上位者追求公義仁慈，將納卡衝突區

交託仰望神，無論是不是土耳其、伊朗、俄羅斯三方進來

協調，我們為第四方的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禱告有神的

公義與公平掌權在其中，發揮影響力，奉主名為納卡衝突



 

區禱告，能尋得從主來的生命，公義和尊榮。任何豺狼鬣

狗（伊朗與土耳其）想要吞吃這塊地區的詭計都被識破，

願主的心意向教會顯明，有主的榮耀在這地。 

耶路撒冷猶太彌賽亞信徒教會
Jerusalem Assembly 

詩篇 67篇 信息分享： 

有目的的祝福 

（ תילכת םע םיכרובמ ז"ס םיליהת ） 

 

點選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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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oqfoQCsnvw&feature=emb_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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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