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猶太節期 以色列再次封城 

 

由於缺乏政策，加上選擇性執法，以色列人民耳語頻傳，今

年的光明節可能再次封城。繼今年逾越節和其他重要猶太節

日均無法群聚慶祝、只能獨自過節，人民已疲憊的抗壓力恐

怕是雪上加霜。 

 

 

 
點燃光明節的蠟燭。(Photo: 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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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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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成為流行病專家也看得出以色列政府缺乏政策、選擇

性執法，再加上舉棋不定的決定，導致光明節假期可能也將

封城。猶太曆充滿了節期與別具意義的紀念日，不料正好賦

予政府機會採取反覆關閉與開放的政策。 

 

這樣的措施卻是——十分惱人。 

 

這樣反覆雙重的做法真是惹惱以色列民眾，以下的原因讓我

們更多地認識猶太百姓對於以色列政府限令措施的心情與

期待，繼續為以色列疫情禱告。 

 

首先，反覆關閉政策是基於無可避免的因素。對抗新冠肺炎

的唯一方法即是每三個月關閉與癱瘓國家，特別是在節期封

城，這段期間雖不是上班日，卻得在家好好待著，犧牲與親

友歡聚的時間。 

 

 
邊境警察在羅德城市封閉街區的入口處。（Photo: TPS） 

 



 

其次，如此政策意味著這些假日、節期沒那麼重要。慶祝儀

式、家庭和休假等觀念的重要性遠低於政府的政策，都被擺

在一邊。 

 

當以色列百姓得知必須在家獨自度過逾越節晚餐，真的很難

受。然而以色列民咬牙硬撐，熬過無法與父母、兄弟姊妹共

度一年中最有團聚味道的節期，只希望付出這般的代價是值

得的，能在猶太新年與親人歡聚。 

 

可惜事與願違，雖說確診人數日漸減少，以色列民犧牲換來

的寶貴時間並未發展出有效的減少感染的防範系統，無論在

資訊或是執行面，因此國家仍必須採取嚴峻的封鎖措施，在

重要節期亦然。 

 

極端正統猶太教派宣稱封城根本是刻意阻止猶太傳統節期，

此說法或許太過火，但也有幾分道理。 

 

 
逾越節前夕警方在特拉維夫出入口實施行封鎖行動。(Photo: AP) 



 

決定在假期期間封城並非出自反猶太主義，亦非源於仇恨極

端正統教派，此決定肇因於輕看傳統與家庭價值，也不瞭解

社群、禱告、節期聚餐能夠強化人民的精神抗壓性。 

 

我們不要忘記每次防疫封城導致全球連鎖的旅遊產業倒閉

潮，還有企業關閉。第二波的封城是否有機會降低新冠肺炎

感染率？答案是肯定的。只需要全國的領袖發展出有次序的、

合乎預算的計畫，能適用於所有公民。 

 

 
九月的節期期間，以色列的猶太人在戶外禱告時保持社交距離。

(Photo: Screenshot) 

 

 

然而政府是否容許在下個月的光明節點蠟燭和親友團聚？

當然，前提是謹慎地執行和詳細說明防疫規範，例如：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離等。但是這些聽起來不太可能，由於極端

正統派的反對，政府甚至無法針對違反防疫規範者增收罰鍰。 

 



 

如今發展的疫情規範是嚴苛又勞民傷財的。為了促進人民的

抗壓性，政府必須尊重文化、家庭與傳統。 

 

需要一點邏輯就可以處理這混亂的局面。傳聞會有下一次的

封城，或許我們應當先戴上普珥節的面具再點亮光明節的蠟

燭，因恐怕以色列民短時間內無法自由外出了。 

 

翻譯：Joy Chen | 校稿：CANWF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Ynet News |新聞日期：2020/11/11 

 

 

耶利米書 32:37-41 

我在怒氣、忿怒，和大惱恨中，將以色列人趕到各國。日後

我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出來，領他們回到此地，使他們安然

居住。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我要使他們彼

此同心同道，好叫他們永遠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後世的子

孫得福樂，又要與他們立永遠的約，必隨著他們施恩，並不

離開他們，且使他們有敬畏我的心，不離開我。我必歡喜施

恩與他們，要盡心盡意、誠誠實實將他們栽於此地。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政府有智慧與決斷來制定疫情限令，造福百姓

禱告。為以色列猶太百姓能夠遵守疫情法規，保持社交距

離，不發怨言存有喜樂與盼望的心禱告。請為猶太彌賽亞

信徒教會在此刻疫情中能夠成為影響這世代的光和鹽禱

告，施恩懇求的靈澆灌在教會中，為主興起發光。 



 

荷蘭基督教會走出悔恨擁抱猶太人 

 

荷蘭基督教會承認在二次世界大戰中 

未盡力幫助猶太人 

 

 

 

 

 

荷蘭基督教會上週日（8 日）發布一篇意義深遠的認罪聲明，

承認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並未向猶太人伸出援手、給

予更多協助，同時承認教會的角色助長了「反猶主義的種子

與仇恨萌芽發展」。 

 

這份期盼已久、具有歷史意義的聲明在紀念納粹反猶「碎玻

璃之夜」（Kristallnacht pogrom）的典禮上宣讀。 

 



 

回顧 1938 年 11 月 9 日，德國與奧地利境內的猶太人遭到逼

迫，至少 91 人被殺害，數百間猶太會堂遭焚毀，7,500 間猶

太人經營的企業受到破壞，並多達三萬名猶太人遭捕，其中

很多都被帶到集中營。 

 

代表荷蘭基督教主教會議發言的呂內．樂費爾（René de 

Reuver）表示，教會的角色比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

在德國當權之前早就存在了。「好幾世紀以來，將猶太人排

除社會之外的鴻溝依然存在，以致他們會遭到逮捕與謀殺。」

他進一步說道：「在戰爭時期，教會在上的權柄也缺乏勇氣

選擇為本國的猶太公民站立。」 

超過十萬名荷蘭籍猶太人，其中 70%屬於猶太社群的人，在

二戰中失去生命，難以倖免。大多都被運送到其他地方，連

同羅姆人和辛提人（Roma and Sinti），都在納粹集中營遭殺

害。 

 

對荷蘭的猶太社群所發的聲明中，樂費爾認為實在等了太長

久的時間，教會終於承認應該扮演的角色，「我們希望不會

太遲，」他說。「教會承認錯誤，也覺醒需要承擔責任。」

他表示，「反猶主義是與神、與人為敵的罪。基督教會也參

與在這犯罪歷史中。」 

 

樂費爾認為問題並未於 1945 年納粹戰敗就結束了，對於猶

太族群的財產賠償值得正視。戰後當猶太人從集中營回家，

有些基督徒曾帶走猶太孤兒，此時卻拒絕將孩子歸還給猶太

親人。 

 



 

從大屠殺中倖存的一位拉比也出席上週日的這場典禮，他敘

述了兒時的經驗。「1943 年 4 月，我五歲時被帶走。我腦海

中仍看見在我們鹿特丹家裡的前院有納粹密探站在那裡。」

萊斯．渥斯特（Les Vorst）拉比說道。他和父母、姊姊、兩個

弟弟都被帶到荷蘭的韋斯特博克（Westerbork）集中營，然

後再轉到另一個集中營。 

 

他說：「當中的情況是絕對無法忍受的，人們受虐待，甚至

都發瘋了，赤身露體在營區裡走來走去，忍受無盡的飢餓，

連蝴蝶蛹都拿來吃。」1945 年 3 月，集中營的猶太人被送到

東德，預備進入毒氣室，但就在 4 月 1 日蘇聯士兵釋放了他

們。 

 

「但我母親無法倖免於難，運送途中她太過飢餓變得很虛弱，

最後被埋在鐵道旁的大墳墓裡。」渥斯特拉比說。其他家人

死於斑疹傷寒，他最後得以在隔年三月回到家鄉。 

 

樂費爾允諾，荷蘭基督教會日後將致力抵抗反猶主義。 

 

至於教育後代不再種族仇恨的重要性，荷蘭教會宣布：「我

們會盡所有可能進一步發展猶太—基督教的連結，促使雙方

發展更深厚的友誼，並與其他人聯合抵擋現代的反猶文化。」 

 

 

  



 

翻譯：Joy Chen |校稿：CANWF 

編審：雲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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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33:18 

耶和華的眼目看顧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愛的人。 

 

 

禱告方向： 

➢ 為著荷蘭基督教會被主更新擁抱並與猶太百姓同站立，

向主獻上感恩。繼續為普世教會能夠祝福以色列，愛神眼

中的瞳仁並更多認識猶太百姓的文化與神在他們身上的

揀選與呼召禱告，神使用教會來為猶太百姓救恩禱告，願

主幫助教會，使我們在艱難時刻仍然與主同扶持猶太百

姓。 

 

 

  



 

「使耶路撒冷成為地上可讚美的」 

同心參與建造神的殿 

與主同工，即刻行動 

 

十幾年前在耶路撒冷禱告漫遊時，華人沒有像現在如此受到

猶太人喜愛與歡迎，深覺在以色列的猶太人及阿拉伯人對東

方人的開放，正是神給亞洲基督徒的禮物，因著有一群忠心

委身的華人基督徒不以猶太人的冷漠或帶刺的拒絕而放棄；

反而在主前更多地禱告，求主賜下愛猶太人的心，並更多認

識與接納猶太人的內心世界，是這被主愛激勵的悸動，使許

多基督徒踏上這塊應許之地，一來是觀看聖經放大版，實際

行走在神的話語中，再來是希望與神的選民有所互動。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

心周效遠牧師勇敢地領受

神所賜的異象與呼召，於

2015 年年底，一群愛主忠

心有異象的牧者和職場領

袖們在以色列成立第一個

華人的 NPO 非營利組織 -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Chinese All Nations Worship 

Foundation in Jerusalem），這是基督徒的機構，是給所有華

人及教會的敬拜禱告安息之所。我們一路走來戰戰兢兢服事

神，有喜樂是因些微跨越了文化差異的藩籬，而許多生命的

不足更需要靠主不斷突破。因為神要的是一個憂傷痛悔的靈

和謙卑代求，祂不是只要一個華人禱告殿，祂要的是一群願

意加添在寶座前金香爐中禱告的香的人， 如同以賽亞書 56: 

6-7 中說，「還有那些與耶和華聯合的外邦人，要事奉他，

要愛耶和華的名，要作他的僕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

又持守他約的人，我必領他們到我的聖山，使他們在禱告我

的殿中喜樂， 他們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壇上必蒙悅納，因我

的殿必稱為萬民禱告的殿。」 如今鑰匙在華人手中，神所託

付我們的是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個敬拜中心，為的是在這華人

的家中禱告等候神，將天上的祝福臨到這地，將地上向神的

愛慕傾倒主前，一直到主的再來。 



 

 

 

時候到了 

 

這些年間，甚至是在今年藉由亞伯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s）我們經歷神話語的真實，「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

的山必堅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流歸這山。

必有許多國的民前往，說：來吧，我們登耶和華的山，奔雅

各神的殿。主必將他的道教訓我們；我們也要行他的路。因

為訓誨必出於錫安；耶和華的言語必出於耶路撒冷。他必在

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他們要將刀打成犁

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國；他們也不再學習

戰事。雅各家啊，來吧！我們在耶和華的光明中行走。」（以

賽亞書 2:2-5）現今雖因著新冠病毒導致全球的宣教工作貌似

停滯，然而，許多聚會紛紛地改為線上網絡，使連結更緊密。 



 

我們也看見，以色列處於疫情初期時，人心惶惶，當時政府

尚未頒布疫情限令，以色列當地的猶太彌賽亞信徒小組紛紛

地走上街頭為人按手禱告，許多人在街頭決志信主，這都是

前所未聞的；不僅人心柔軟，彌賽亞信徒的弟兄姐妹們也為

主奮興起來得人。現今，不僅是全球長期為以色列守望禱告

的基督徒思念耶路撒冷，就連在以色列非店家的猶太與阿拉

伯百姓們也開始想念列國基督徒；猶太民眾知道，這些列國

基督徒不僅帶來可觀的觀光收入，更是一群支持以色列的朋

友，在疫情期間仍不忘以色列，藉由社群媒體大家傳遞思念

與想望，禱告祝福不絕於耳；這真是悅納的時刻。因為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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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

多後書 6:2） 

 



 

神稱耶路撒冷為「大君王的城」！ 這也正是神呼召我們前來

禱告，並等候祂再回來的地方。這裡有祂的足跡，有祂的話

語，有祂所選召的族類；而這裡也是兵家必爭之地。 2016 年

12 月，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開始在這地設立敬拜禱告

居所，我們接待教會團體、神學院和主內弟兄姐妹們在這裡

居住與禱告守班，很多人的生命在這裡被主觸摸而更新，而

在這裡的巴勒斯坦百姓也被神觸摸，靈裡有很深的降服與向

主的敞開。感謝主！華人教會來自中國、台灣、香港、澳門、

非洲、澳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

大家一起在這地同心為以色列的猶太人和阿拉伯百姓禱告。

這幾年在齋戒月期間，神總是差派禱告團隊前來，牧者和弟

兄姐妹不僅在禱告守望班次上有份，更是在天未亮之時起床

為這些仍坐在死蔭之地的猶太傳統宗教人士，和穆斯林百姓

禱告，神的光不但照亮猶太社區，也進入到阿拉伯社區，我

們真實地經歷就在敬拜中心旁邊的阿拉伯社區，這幾年血氣

方剛年輕人有新的轉變。感謝主，因著禱告，我們看見在這

地有服役的天使上去下來，與主同工。 

 



 

預備建殿的材料 

 

接下來疫情止息後，教會將再度進入耶路撒冷敬拜禱告守望 

，我們等候教會團隊與弟兄姐妹前來，並同步傳遞負擔給年

輕學子，希望年輕人對於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在這裡有更多

的認識。我們計劃與期待開展與當地猶太慈惠機構的合作服

事，將更多華人學子們介紹到有需要的猶太機構或集體農場 

，一起與猶太人服事；並祝福以色列貧困社區。然而這些帶

隊的主內受邀年輕領隊及領袖們，以及當地中長期居住的禱

告宣教士們的機票和住宿並生活費用等，都需要您我加入奉

獻支持， 我們初估一位禱告宣教士一個月節省的生活費為

NTD25,000（含住宿不含機票），一位中期禱宣一次可以在以

色列停留 3 個月，而一年可以待到 6 個月，您可以照著神給

您的感動，或是以禱宣的生活費需要來奉獻，或是差派團隊

中的代禱者來禱告服事 3 個月。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誠摯地邀請您同心投入建殿的

硬體、軟體與租金的建造和擴充，我們懇請您加入預備建殿

材料的計畫，將自己在今年（2020）原本要出國遊玩的經費，

可以照著聖靈的感動將奉獻放在您最有負擔的建造上，願主

大大記念您的心意和獻上的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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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建造敬拜中心

奉獻 

為禱告宣教士 

奉獻 

為年輕學子宣教

奉獻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https://p.ecpay.com.tw/ufBey
https://p.ecpay.com.tw/ufBey
https://p.ecpay.com.tw/ufBey
https://p.ecpay.com.tw/ufBey
https://p.ecpay.com.tw/ufBey
https://p.ecpay.com.tw/A324F45
https://p.ecpay.com.tw/A324F45
https://p.ecpay.com.tw/ufBey
https://p.ecpay.com.tw/4CF8A8E
https://p.ecpay.com.tw/4CF8A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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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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