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巴嫩與敘利亞教會現況 

 

中東基督徒的悲慘聖誕節 

 

「今年一切都變調了……這個國家已沒什麼好慶祝的」 

 

 

2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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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基督徒幾乎已經消失，今天黎巴嫩人正離

開這個破產的國家。整個中東地區的基督徒人數正在下降。

這種感覺在任何時候都比不上聖誕節來的強烈。 

 

從貝魯特到巴格達，從開羅到大馬士革，中東基督徒在伊斯

蘭主義份子的威脅、持續不斷的暴力與金融危機陰影下慶祝

聖誕節。許多人不願再固守祖先留下來的土地。 

 

在貝魯特，牧師阿馬爾·薩阿德（Amal Saad）甚至不想慶祝聖

誕節。他在接受《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的電話訪

問時表示：「今年一切都變調，我們不再有歡慶氣氛，這個

國家已經沒什麼好慶祝的。」去年八月貝魯特爆炸案造成 200

人死亡，這位黎巴嫩牧師的房子有部份遭到摧毀。他回憶起

過去幾年，當地基督徒會在歡樂氣氛下外出為孩子採買聖誕

節禮物。 

 

今年，薩阿德牧師捐錢與提供食物和藥品給有需要的人和難

民。他解釋道：「還剩下一點錢的人都會這麼做。」人道主

義團體、甚至是非基督教團體，在過去這一年也不得不加倍

努力，在節日期間幫助這些家庭。黎巴嫩陷入 40年來最嚴重

的經濟危機，許多黎巴嫩人選擇流亡，尤其是基督徒。政治

精英則緊抓權力不放，拒絕施行國家復興所需的改革。 

 

貝魯特仍然裝飾著聖誕飾品。不過黎巴嫩首都完全沒有往常

過節的氣氛，取而代之的是憂鬱甚至是絕望。那些想要慶祝

聖誕節的人被迫用比往年少很多的錢來慶祝。 

 



 

黎巴嫩目前的危機令人擔憂，新一波遷徙潮將動搖當地基督

教社區，進一步讓這個國家成為什葉派大本營。 

 

薩阿德牧師強調：「在黎巴嫩能夠購買食物與付房租已經相

當了不起。由於社會的凝聚力、非政府組織的介入以及國家

缺席時教會所做的工作，讓這個國家得以團結在一起。不過，

如果明天停止所有這些援助，黎巴嫩就會崩潰瓦解。令人欣

慰的是，基督徒社區做得很好，為我們帶來真正的希望。」 

 

他提到的一個例子是非政府組織在貝魯特港口前舉辦的聖

誕市集。「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來，就可免費獲得一盤熱騰騰

的食物」，讓陰鬱沉悶的聖誕節多了一點歡樂。 

 

 
中東基督徒祈求美好的明天，但情況似乎只會愈來愈糟。(Photo Credit: 

Hadas Parush/Flash90) 

 

 

 



 

敘利亞與伊拉克 

 

阿拉伯語網站「自由思想家（Free Thinker）」創辦人塔拉勒·

阿爾·科里 （Talal Al-Khoury）告訴我們：「在敘利亞，情況

比許多人想像的還要糟。」敘利亞貨幣因新冠疫情大流行而

崩盤，持續內戰造成的悲慘後果也帶來影響。在阿勒坡西部

郊區，一所隸屬拉丁玫瑰經協會（Latin Rosary Association）

的基督教學校，從 2012年開始就被聖戰組織佔領，終於在幾

週前重獲自由，但這所學校已完全遭到破壞，需要徹底重建。

阿爾·科里補充道，這只是為何「東方基督徒較往常更需要我

們支持」的一個例子。 

 

現在基督徒只佔敘利亞人口的 5-8%。自從 2011 年內戰爆發

以來，約有 60萬基督徒已逃離該國，他們根本看不到那裏的

未來。阿爾·科里表示，即使他們想要回來，對許多人來說，

重回敘利亞現在幾乎是不可能，他們的家人和基督教社區都

不在了。基督教在這個國家還有什麼未來？ 

 

阿爾·科里的朋友名叫阿齊茲（Aziz），仍然住在大馬士革，

或者更確切地說，被困在那裡。阿齊茲表示，內戰一開始，

他的兩個兒子都去國外念書，再也沒回來。他們在歐洲和海

灣國家找到工作，有更好的生活。但阿齊茲堅持表示：「我

們必須留下來，否則敘利亞很快就不會再有基督徒。」 

 

鄰國的伊拉克，直到 2003 年還有 150 萬名基督徒居住在這

個國家，如今跟隨耶穌的人數不超過 30萬人。 

 



 

在這片位於兩河流域的古老土地上，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將在今年三月訪問伊拉克，經濟危機、聖戰士威脅

以及親伊朗民兵的壓力都持續將基督徒逐出這塊土地。雖然

已戰勝伊斯蘭國（ISIS），但從聖戰士團體中重獲自由的基督

教城市仍需要重建。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很難抗拒離開當地

的誘惑，到其他地方尋找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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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撒羅尼迦前書 1:6-7a 

神既是公義的，就必將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也必

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 

 

禱告方向： 

為黎巴嫩與敘利亞教會禱告，主親自安慰那正受苦楚患難的

家人。感謝為中東與北非教會全職同工的孩子們奉獻聖誕禮

物的弟兄姐妹們，凡您們憐恤人的必蒙主的憐恤與親自報答

償還；感謝主，這些禮物成為孩子們蒙禱告垂聽的明證，繼

續為黎巴嫩與敘利亞教會持守信心，堅立地與主同工禱告。

天父的愛更多地充滿在中東主內家人裡，也讓華人教會繼續

幫補這些患難中的教會，好叫我們彼此相愛明證是主耶穌基

督的門徒。                                                                                                                                                                                                                                                                                                                                                                                                                                                                                                                                                                                                                                                                                                                                                                                                                                                                                                                                                                                                                                                                                                                                                                                                                                                                                                                                                                                                                                                                                                                                                                                                                                                                                                                                                                                                                                                                                                                                                                                                                                                                                                                                                                                                                                                                                                                                                                                                                                                                                                                                                                                                                                                                                                                                                                                                                                                                                                                                                                                                                                                                                                                                                     



 

加薩哈瑪斯罔顧百姓就醫的需要 

 

哈瑪斯禁止病人前往加薩的美國慈善醫院就醫 

 

北美福音機構「友誼」（FriendShips）低調地在加薩地區設置

「加薩帳篷」野戰醫院長達 18個月，隨時準備接受病人。然

而加薩政府的健康醫療部宣稱該醫院並未提供該有的服務。 

 

 
「友誼」機構表示更多志工會在五月抵達。（Photo: Facebook/Friend 

Ships - Project - Camp Gaza） 

 

 

加薩哈瑪斯領導人週三 13 日表示，他們將禁止病人從巴勒

斯坦區域進入美國慈善機構設立的野戰醫院，以抗議該醫院

未提供足夠的醫療服務。 



 

位於以色列邊境無人之處的野戰醫院，其目的是支援在封鎖

區缺乏的醫療系統。 

 

醫護工作人員從以色列進入醫院設置區，病人則必須通過哈

瑪斯控制的檢查站才能到達。哈瑪斯的軍事組織自 2007 年

便開始控制加薩，在此設立醫院是基於以色列與哈瑪斯的非

正式休戰約定，用意是減輕當地惡劣的生活條件，並且預防

跨越邊境的暴力行為。 

 

 

 

 

哈瑪斯與以色列向來是宿敵，雙方已歷經三次戰爭及十幾次

小回合的戰役，原本對於設立醫院存在著共識。加薩原本負

荷過重的醫療系統其實早已崩壞，主要是由於以、埃聯合封

鎖，用意在孤立伊斯蘭恐怖組織，以及避免巴勒斯坦內部紛

爭和衝突。 

 

https://youtu.be/jQ6LqsagRvg


 

北美基督教福音機構「友誼（FriendShips）」低調地在加薩地

區設置「加薩帳篷」野戰醫院已長達一年半，上週該醫院表

示他們「隨時準備接受病人」，在臉書專頁放了一張帶著笑

容參與行動的醫護人員照片，表示：「我們急切地等待加薩

健康醫療部將病人送來。」 

 

 

 
拿到藥品的醫療人員開心地笑了起來。 

(Photo Credit: Friend Ships - Project - Camp Gaza) 

 

 

然而加薩政府的健康醫療部則說他們不會派遣病人，並宣稱

該醫院並未提供該有的服務。 

 



 

負責國際合作的領袖阿哈吉（Abdeltaif al-Hajj）說：「我們總

結就是這所醫院未提供需要的服務，與該醫院合作案就沒有

必要。該醫院沒有提供我們當初討論時希望他們提供的服

務。」 

 

巴勒斯坦希望野戰醫院提供化療、血液疾病照護以及一些加

薩沒有的醫療項目。需要治療的病人必須經過複雜的程序獲

得許可才能到以色列或西岸地區尋求醫療協助。阿哈吉也說 

，該醫院提供的服務是加薩本來就有的，他認為「令人失望」。 

 

另一方面，「友誼」機構的顧問蘭．伊查（Ran Ichay）表示，

除了家屬照顧，此醫院目前暫時提供牙科和精神照護，更多

志工將於五月抵達，「下一步就是提供腫瘤科和風濕科」。

該機構計畫在當地營運這所醫院長達十年。 

 

 
2018年 6月 3日，在非營利組織的協助下， 

幫助加薩病患緊急送醫至野戰醫院診治病患。 

(Photo Credit: Friend Ships - Project - Camp Gaza) 

 

阿哈吉進一步說，透過卡達的中介者，雙方仍持續討論如何

解決，但是目前沒有解決方案的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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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5:4、7 

哀慟的人有福！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

為他們必蒙憐恤。 

 

禱告方向： 

為著許多非營利組織正在安慰弱勢與被撇棄的百姓禱告有

更多豐富的人力、資源進入禾場，幫助他們有夠用的恩典，

無論是醫治與安慰當地百姓都能夠使施予和領受的同蒙祝

福。文中非營利組織是基督教福音醫療機構，為他們禱告力

上加力恩上加恩，五月份凡進出加薩的志工醫療團隊蒙神保

護看守，滿有力量與恩福；凡他們手中所做的，能夠帶領加

薩百姓愈發地看見基督的榮美，認識並領受救恩。 

  



 

為加薩百姓禱告 

 

在巴勒斯坦加薩地區，聯合國教科書讚揚聖戰士，充

滿對以色列的仇恨 

 

和平影響監督中心（IMPACT-se）非營利組織的報告顯示，聯

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發給巴勒斯

坦人的學習教材中，雖然沒有提到以色列的名字，但所有科

目、所有年級的教材內幾乎都包含煽動性內容，呼籲以鮮血

捍衛「祖國」。  

 

 
在加薩的巴勒斯坦學生上課情形。(Photo: EPA) 

 

美國總統川普政府以反以色列偏見和資金濫用為由，決定在

2018 年取消美國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

（UNRWA）的所有金援，這讓該機構遭受嚴重打擊。 



 

報告顯示，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

的學習教材經常引用而且有時直接複製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Palestinian Authority）教科書的文字內容和用語，其中包括

美化暴力，以及為了捍衛「祖國」可以不惜犧牲性命。 

 

其中的例子包括在阿拉伯文文法練習中，使用伊斯蘭聖戰語

言以及歌頌著名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的段落內容，例如讚揚妲

拉薾·慕格拉比（Dalal Mughrabi），她曾參與 1978年以色列

海岸公路屠殺事件，造成 38 名以色列平民喪生，其中包括

13名孩童。 

 

 

 
教材中美化並讚揚恐怖份子妲拉薾·慕格拉比（Dalal Mughrabi）。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官員過去明確否認，

曾使用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教科書中討論慕格拉比的課程來

教導學生，將這些課程內容編入學習教材更是令人憂心。 

 

根據報告指出，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編寫

的教材未提到可能與以色列實現和平，也從未提過「和平」

一詞，因此與以色列維持和平既不是理想，也不是具體目標。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的學習教材還提到，

讓以色列和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名譽掃地的陰謀論，要

讓學生長期對猶太國家及其人民懷有敵意與仇恨。 

 

這方面的例子包括指控以色列參與 1969年阿克薩清真寺（Al-

Aqsa Mosque）的大火，故意將放射性與有毒廢棄物傾倒在約

旦河西岸，並有計劃地竊取巴勒斯坦文物。 

 

 
在加薩由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建立的學校。 

(Photo: EPA) 



 

研究還發現，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編寫的

教材經常稱以色列為「敵人」，並創造「我們與他們」的二

分法。例如，在一項數學練習中，要求學生計算第一次巴勒

斯坦大起義（First Intifada）中喪生的「烈士」人數。 

 

這份教材也幾乎從未提到以色列的名字，而是稱為「佔領」、

「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佔領」、「猶太復國主義者」或簡稱「敵

人」。 

 

根據這項研究顯示，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

採用的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課程的泛阿拉伯 （Pan-Arab）論

述，其中包括像是「阿拉伯家園（Arab Homeland）」之類的

術語；「種族主義擴張與併吞計劃圍牆（Racist Expansion and 

Annexation Fence）」指的是約旦河西岸的安全屏障，「猶太

復國主義者的侵略（Zionist Aggressions）」是用來描述以色列

和哈瑪斯在加薩走廊處於交戰狀態的一種方式。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編撰的教科書。 



 

教科書還提到曾經是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British Mandatory 

Palestine）的領土為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所有，其中包括

聯合國在 1949年承認的停戰分隔線（Armistice Demarcation 

Lines）。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編寫的教材似乎也

忽略猶太人的歷史，包括在歷史上猶太人曾經存在於該地區 

。大多數提到的猶太人和猶太教都包含這樣的指控，認為以

色列正竭盡所能有計劃地將耶路撒冷「猶太化」。 

 

在和平影響監督中心（IMPACT-se）研究報告發表之前，近東

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作署新任主任委員拉札里尼（Philippe 

Lazzarini）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時表示：「我們完全不存在任

何鼓勵暴力行為、歧視、種族主義和反猶太主義等問題。容

我澄清，在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的學校裡 

，並沒有美化恐怖份子的教導。」 

 

 
聯合國負責巴勒斯坦難民事務主任委員拉札里尼（Philippe Lazzarini）。

(Photo: AP) 



 

和平影響監督中心（IMPACT-se）執行長謝夫（Marcus Sheff）

表示：「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是讓下一代

孩童變得激進的共犯，在他們推廣的教材裡，美化恐怖份子、

鼓勵暴力行為以及教導巴勒斯坦孩童血誣案（Blood libels；

譯註：11-14世紀，西歐盛傳當地猶太人殺害基督徒小孩，喝

他們的血，這是中世紀『反猶主義』最常見的一種形式。）。

拉扎里尼先生需要說明，在他主導下，怎麼會發生這種事。」 

 

和平影響監督中心（IMPACT-se）的營運長阿格西（Arik Agassi）

表示：「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多年來一直

拒絕公布使用的教材內容與研究方法，聲稱這麼做，是為了

讓學生不受巴勒斯坦教科書的煽動。現在我們終於知道原

因。」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在回覆時提到：「在

封城期間，我們花了幾星期時間，針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

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學生收到的自學教材進行深入檢討，結果

顯示，這些工程處先前標為不妥的內容是在無意間編入教科

書。為了避免散布工程處認為有違背聯合國原則的內容，工

程處已決定將所有線上學習教材都上傳到安全的網路平台，

該平台將在未來幾天內對外提供。」 

 

「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再次重申，我們絕

不容忍學校中出現歧視以及煽動仇恨與暴力等行為。工程處

秉持中立與人道的最高標準，只要有人檢舉任何違規行為，

我們絕不寬貸。」 

 



 

翻譯：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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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16:11、13，17:18 

你如今懷孕要生一個兒子，可以給他起名叫以實瑪利，因為

耶和華聽見了你的苦情。【以實瑪利就是神聽見的意思】 夏

甲就稱那對他說話的耶和華為看顧人的神。因而說：在這裡

我也看見那看顧我的嗎？亞伯拉罕對神說：但願以實瑪利活

在你面前。 

 

禱告方向： 

為加薩目前唯一一間教會禱告，祝福弟兄姐妹們深知，主聽

見孩子們的禱告，並看見當地百姓們的苦情。為著所有加薩

與巴勒斯坦學齡兒童與青少年有機會聽聞福音，滿有盼望禱

告。任何不公義與傷害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並加薩孩子們的對

立與仇恨教材，我們禱告都要被一一揭露出來，無以效用。

禱告主掌權在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當中，

繼續為和平影響監督中心（IMPACT-se）禱告，願主吹起改革

的風在加薩當中，消滅恐怖政權哈瑪斯的勢力，保護以色列

並恩待加薩百姓在黑暗中領受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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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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