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心建造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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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11.25   猶太曆 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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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幾年前在耶路撒冷禱告漫遊時，華人受歡迎的程度沒有像

現在如此受到猶太人喜愛與親近，以色列無論是猶太人與阿

拉伯人對亞洲人的開放，這是神給亞洲基督徒的禮物，基於

忠心委身神的基督徒熱心回應，不以猶太人或冷漠或帶刺的

拒絕而來拒絕猶太人，華人基督徒在主前更多地禱告，賜給

我們愛猶太人的心，認識與接納猶太人的渴望；是這般被主

激勵的悸動，眾多人踏上這塊應許之地，一來是觀看聖經放

大版，徜徉行走在神的話語中，再來是希望與這地的百姓有

所互動，這裡是神選召那稱呼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神的民

族。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

心何其有幸，領受神莫大

的恩典，得著神所賜給我

們的屬地權柄，2015年年

底，以色列政府給華人第

一個 NPO 非營利組織

（ Chinese All Nations 

Worship Foundation in Jerusalem）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

心，這是基督教的機構，是敬拜禱告之所；神回應了忠心委

身神的周效遠牧師與雲嵐牧師，多年為以色列禱告並行走以

色列，是神所賜給牧者們和一群愛主忠心有見識的好牧長與

好管家們其手中屬靈的權柄，建立神的殿。然而，拿著這屬

靈的權柄—屬地的產業「在以色列立案的敬拜中心」，一路

走來戰戰兢兢服事神，喜樂中跨越文化差異的藩籬，生命老

我與軟弱靠主跨越和突破，神要的是一個憂傷痛悔的兒子在

祂的面前，凡自卑的祂就升高，自高的祂必降卑。 



 

相信走在愛以色列的同路人，一定是心有戚戚焉，和我們一

樣是頗有感觸。如今鑰匙在華人手中，神所託付我們的是建

立一個敬拜中心在耶路撒冷，為的是在這裡等候禱告神，將

天上的祝福臨到這地，將地上向神的愛慕傾倒主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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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停滯，然而，許多信息和聚會紛紛地改為線上網絡，使連

結更多地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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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紛

紛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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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主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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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民眾如今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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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林多後書 6:2） 

 



 

 

很多主內家人或者是朋友們紛紛地分享著，明年（2021）當

疫情止息後，想要去哪裡哪裡遊玩，想念哪些國家開始從人

們的口中說出，然而，不管哪些國家城市，都沒有一處是神

自稱為「大君王的城」— 耶路撒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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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裡也是兵家紛爭之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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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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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一起在這地同

心為以色列，猶太和阿拉伯百姓，並教會與國度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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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百姓禱告，神的光進入到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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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同樂。 

 

 

預備材料 

 

接下來疫情止息後，教會再度進入耶路撒冷敬拜禱告守望，

我們將會在耶路撒冷不同於北方之處建立敬拜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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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

與當地猶太慈惠機構合作服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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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中心將協助台灣的中低收入戶家庭學生們，向政府當局

爭取海外宣教上的機票住宿費用，然而編組帶隊的主內受邀

領隊年輕領袖們，以及當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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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懇請您加入預備材料的計畫，將自己在今年（2020）原

本要出國遊玩的經費，奉獻給短期、中期與長期的年輕學子

和禱告宣教士，以色列華人非營利組織所設立的耶路撒冷全

球華人敬拜中心也需要您同心投入建造，不僅在硬體、軟體

上擴張居所，我們期待神所設立您我在耶路撒冷新的居所—

禱告敬拜中心。 

 

 

 

 

撰文：陳錫安｜編審：雲嵐牧師｜文章日期：202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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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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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F夜襲敘利亞 

IDF釋出轟炸畫面，以伊朗與敘利亞軍隊為目標 

IDF表示，夜間空襲是在告訴伊朗軍隊應立即從敘利亞撤軍 

 

 

 

以色列國防軍 IDF日前釋出上週三（18日）在敘利亞南部以

飛彈襲擊伊朗與敘利亞的空拍畫面。 

 

黑白畫面顯示出飛彈擊中至少三個不同的目標，這些目標都

在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s 

Corps）的駐外特種部隊「聖城軍」（Quds Force）的控制之

下。 

 



 

IDF的戰鬥機據稱已擊中「倉庫、指揮所、軍事堡壘，以及多

組地對空導彈（一組有多數的導彈）」，導致 10人死亡，包

括外籍戰士和敘利亞軍兵。 

 

根據敘利亞人權瞭望台組織（Syrian Observatory for Human 

Rights）的說法，這些外籍戰士包括五位「疑似屬於聖城軍的

伊朗人」和兩位尚未確定國籍的親伊朗戰士。 

 

IDF釋出 18日夜間還擊位於敘利亞的伊朗軍隊影片 

 

 
以色列費雪兄弟研究所太空研究中心前主任塔爾．殷巴（Tal Inbar）

提供。 

 

一名軍方人士告訴阿拉伯敘利亞通訊社（Syrian Arab News 

Agency，SANA）說：「大約清晨三點十一分，敵人從被佔領

的敘利亞戈蘭高地（Golan）向南方地區發動空襲，我方軍隊

隨即交戰並擊落數發飛彈。衝突後造成三名軍人喪生，一名

受傷，以及一些物資損毀。」 

 

https://youtu.be/xuL6PtzfHk4


 

以色列媒體報導，夜間空襲是在向伊朗發出訊息，必須從敘

利亞撤軍，尤其是以色列邊境。 

 

一名 IDF 發言人隨後表示，此次空襲是在反擊幾天前由伊朗

政府支持的一項行動，當時伊朗軍隊發動了反步兵地雷（anti-

personnel mines），在戈蘭高地攻擊以色列軍隊。這次攻擊於

上週二（11/10）上午解除，並未造成任何損害。 

 

IDF 決定釋出攻擊畫面實屬罕見，對於在敘利亞和中東地區

的行動，軍方持續維持戰略模糊的政策。 

 

翻譯：Joy Chen | 校稿：CANWF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24NEWS 

新聞日期：2020/11/19 

 

撒迦利亞書 2:8 

萬軍之耶和華說，在顯出榮耀之後，差遣我去懲罰那擄掠你

們的列國，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邊境平安禱告，伊朗總是虎視眈眈地想要謀殺

以色列駐守在近敘利亞邊境戈蘭高地的以色列軍兵，求

主保護將領士兵們的安全。另外，在黎巴嫩邊境上，禱告

主差派天使天軍護衛。在這次空襲還擊行動中，看似勝利 

，但是仍需謹慎小心；主保護以色列免受一切危難，在將

領士兵出任務當中，主保守祂眼中的瞳人。 



 

以巴重啟安全協議 

 

以色列、巴勒斯坦雙方代表於拉馬拉會面重啟安全協議 

雙方承諾「很快」將安排下一次會議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總統阿巴斯（右）任命穆罕默德 ·史泰耶

（Mohammed Shtayyeh）為巴勒斯坦總理一職。（Credit: JCPA） 

 

 

上週四（19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方代表於約旦河西岸的

拉馬拉（Ramallah）進行六個多月以來的首次會談。 

 

巴勒斯坦政府民政部長謝赫（Hussein al-Sheikh）在推特上說：

「今天我與以色列舉行會議，會中強調雙邊簽署的協議監督

彼此的關係。」他所指的是包括 1993年奧斯陸協議在內的多

項協議。 



 

根據謝赫的說法，以色列同意轉交代表拉馬拉收取的屬於巴

勒斯坦政府的稅金；另外也將盡快安排下一次會議。 

 

根據巴勒斯坦通訊社報導，謝赫與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領土上

的活動協調負責人魯庫恩（Kamil Abu Rukoun）將軍於拉馬拉

會面。本週稍早前謝赫宣布，在收到以色列的「紙本與口頭

承諾」後，巴勒斯坦政府與以色列之間決定重啟安全協商。 

 

巴勒斯坦政府總理史泰耶（Mohammed Shtayyeh）亦指出，

巴勒斯坦陣營將「在財政、醫療及政治問題」恢復與以色列

接觸。今年五月以色列宣佈計畫在約旦河西岸擴張屯墾區，

巴勒斯坦隨即停止協調安全協議。 

 

然而八月時美國宣稱此擴張計畫影響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的正常化，該計畫便已暫時擱置。9月 15日以色列與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波斯灣國家巴林在白宮前的典禮上正

式簽定《亞伯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s）。 

 

翻譯：Joy Chen | 校稿：CANWF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24NEWS 

新聞日期：2020/11/20 

 

詩篇 56:10 

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靠耶和華，我要讚美他的

話。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雙邊協商禱告，主掌權在其中。為以

色列禱告讚美神的話不絕於口，與巴勒斯坦協商每件事

務大小都交託耶和華，神賜福在猶太百姓與巴勒斯坦百

姓連結甚至於合作之中。禱告主敗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對於恐怖份子的酬金計畫，甦醒巴勒斯坦百姓，不再活在

謊言中。 

 

 
為巴勒斯坦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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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