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重要精彩的摘錄 

 

 

 
2021 年 6 月 10 日，可以看到數十名福音派基督徒現場參加耶路撒

冷祈禱早餐會 (Jerusalem Prayer Breakfast)。（圖片來源：YOSSI ZAMIR） 

202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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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十名福音派基督徒為了參加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祈禱早

餐會，週四(6/10)齊聚在聖城耶路撒冷。就在幾天前，一位著

名的基督教領袖因為不滿以色列大選的結果，公開威脅要斷

絕福音派基督徒對這個猶太國家的支持。 

 

這次的祈禱早餐會在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錫安之友博物館 

(Friends of Zion Museum) 舉行。與會者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禱

告，在分享他們對上帝的信心時，熱情地唱著詩篇的敬拜詩

歌，並談到他們對以色列堅定不移的支持。 

 

過去這幾年，祈禱早餐會吸引了來自 58 個國家的數百位代

表參加。但去年和今年因為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緣故，參加人

數都變少了。 

 

來自世界各地的多位領袖上台呼籲他們的政府，將他們國家

的大使館從特拉維夫搬至耶路撒冷。 

 

「基督徒為以色列」(Christians for Israel) 義大利分部負責人

基亞拉．坎恰尼 (Chiara Canciani) 對《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 表示：「我們有一份請願書，要求義大利政

府搬遷大使館。這是我們的夢想，在處理與以色列有關的事

務時，你需要相信奇蹟。」 

 

她談到最近在加薩情勢升溫期間，一名義大利極右派「聯盟

黨」(Lega Nord) 議員在國會裡揮舞著以色列國旗。但基本上，

她認為義大利政府並不支持以色列。 

 



 

 
在 2021 年 6 月 10 日週四舉行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圖片來源：

Yossi Zamir） 

 

 

坎恰尼說道：「以巴戰爭開始時，義大利政府表示，以色列

有權自我防衛，但這些政客很快就開始指責以色列。」 

 

祈禱早餐會是在  2017 年由以色列前國會議員伊拉托夫 

(Robert Ilatov) 發起，並由美國前眾議員巴荷蔓女士 (Michele 

Bachmann) 共同主持。今年祈禱早餐會是在基督教福音派領

袖伊凡斯 (Mike Evans) 近期發表的聲明陰影中舉行，他將猶

太大屠殺的過錯推給猶太人，並威脅如果即將上任的貝內特 

(Naftali Bennett) 宣誓就職以色列總理，將撤回基督徒對以色

列的支持。 

 



 

伊凡斯在《以色列時報》 (The Times of Israel) 發表一篇部落

格文章中聲稱，這次大選是「一場將他們痛恨的人（指以色

列總理納坦雅胡）釘十字架的選舉。即使這麼做會摧毀這個

國家，他們也在所不惜。當各國領袖只顧著嘲笑這群業餘的

無名小卒時，這些人（指新的內閣成員）卻對這個國家的危

機充耳不聞。他們絕對無法成為統治和治理世界的菁英分子

一員，他們充其量只不過是娛樂以色列宿敵的小丑罷了。」 

 

伊凡斯還對貝內特和未來黨 (Yesh Atid) 黨魁拉皮德 (Yair 

Lapid) 發出一封公開信，警告他們：「你們已經完全失去福

音派基督徒的支持...在川普的領導下，我們四年來給了你們

一連串奇蹟，這就是你們報答的方式，讓我們顏面無光？你

們怎麼敢如此大膽！」 

 

魏茲 (Tuly Weisz) 拉比是 Israel365 非營利機構的負責人，他

在開幕致辭時，在眾人面前摘下他的圓頂小帽，並說道：「我

是一名猶太正統派拉比，主辦單位要我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

祈禱早餐會開始之前帶大家禱告。不過，老實說，我今天可

能沒辦法和你們一起禱告。事實上，我今天甚至不能在這裡

佩戴我的圓頂小帽 (Kippah)。」 

 

他的演講中並沒有直接點名伊凡斯，也沒有提及他的聲明。 

 

這名拉比表示：「由於左翼分子和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反猶主

義暴行不斷在世界各地上演，他們甚至公開攻擊猶太人，這

是自猶太大屠殺以來首見的情況。因此拜登總統自己的猶太

顧問才會建議猶太人脫掉他們的圓頂小帽。 



 

如果你認為這是我們遇到的最大麻煩，我還有一些更令你們

震驚的消息要告訴你們，我們不只遭到穆斯林敵人的攻擊；

我們也受到基督徒朋友的攻擊。」 

 

他表示，他甚至考慮不參加祈禱早餐會。「我問了許多朋友，

我是否該去到祈禱早餐會，他們都要我趕快逃……如果我必須

逃離耶路撒冷市中心的錫安之友博物館，那麼請問你們，我

應該逃往何處？」 

 

魏茲補充道：「我們正處在危機的十字路口...我們需要打造

全新的做法。我們需要立刻開始行動，讓拉比和牧師之間直

接建立良好的關係，並動員親以色列基督徒和親以色列猶太

人直接聯結，形成全球最強大且是以信仰為根基的網絡。」 

 

葛蘭．普拉瑪 (Glen Plummer) 主教最近才從底特律搬到梅瓦

塞萊特 (Mevaseret)，他告訴《耶路撒冷郵報》，他相信基督

徒對以色列的立場並沒有改變。 

 

這位主教說道：「這不是誰當以色列總理的問題。無論誰贏

了，我們都會和他一起慶祝，我們都會為以色列慶賀。」 

 

這名美國非裔主教提醒群眾，馬丁．路德．金恩博士 (Martin 

Luther King) 本人就是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基督徒，他也曾經

去過耶路撒冷。這位主教告訴《耶路撒冷郵報》，他認為這

是美國年輕人需要知道的消息。 

 



 

在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上發表演說的其他人包括預計即將

接任宗教事務部部長 (Minister of Religious Affairs)的馬坦．卡

哈納 (Matan Kahana) 和耶路撒冷副市長芙蓉．哈桑．納胡姆 

(Fleur Hassan-Nahoum)。 

 

主辦方說有上百萬名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透過 Zoom 加入

這次活動，或是提供錄音評論。 

 

基督徒週三在以色列國會舉行年度祈禱早餐會，順便與即將

上任的領袖會面，並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 總裁

猶根布勒博士宣讀正式公報，表達他們對猶太國家的支持。 

 

公報上寫著：「我們這些基督教福音派領袖在底下簽名，是

為了重申我們對以色列國家和其人民堅定不移的支持。我們

非常確信，在世界各地的支持者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這種

支持不因以色列人民選出的政府而有所改變。」 

 

「我們尊重以色列作為民主國家，擁有選出自己國家領袖的

主權權利。我們還認識到，作為客居以色列的外國人，我們

不應干涉以色列的政治，而是應該與以色列人民及其民選政

府維持友好關係，並團結站在一起。」 

 

聲明中繼續寫道，基督徒讚揚納坦雅胡的「有效領導」，他

們認為「與以色列維持友好關係，在世界各地打擊反猶太主

義，並為這塊土地上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以及以

色列與阿拉伯鄰國之間的關係，能朝著和平發展做出貢獻，

不只是一項殊榮，更是某種道義責任。」 



 

許多包括和平之橋 (Bridges for Peace) 和基督徒以色列之友 

(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 在內的親以色列基督教組織，都樂

意接受這項承諾。雖然沒有在網路上分享，也沒有讓世界各

地的教會進行簽署。但 ICEJ 的發言人告訴《耶路撒冷郵報》，

他希望基督徒領袖，能夠代表世界各地數千萬名支持猶太復

國主義的基督徒支持這項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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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22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歡喜。耶路撒冷啊，

我們的腳站在你的門內。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連絡整齊的

一座城。眾支派，就是耶和華的支派，上那裏去，按以色列

的常例稱讚耶和華的名。因為在那裏設立審判的寶座，就是

大衛家的寶座。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

你的人必然興旺！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因我弟

兄和同伴的緣故，我要說：願平安在你中間！因耶和華－我

們神殿的緣故，我要為你求福！ 

 

  



 

以賽亞書 62:6-7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

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我們為著在以色列的基督徒機構―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萬國祈禱院、讚美帳幕、基督徒以色列之友與和平之橋的

共同聲明感恩！ 

 

聲明中的部份內容如下― 

福音派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與以色列同站立，不是因為任何

政治因素而是因為聖經上神的話，以及亞伯拉罕永恆之約。

我們尊重以色列作為民主國家，擁有選出自己國家領袖的主

權權利。我們還認識到，作為客居以色列的外國人，我們不

應干涉以色列的政治，而是應該與以色列人民，及其民選政

府維持友好關係，並團結站在一起。我們並願意與以色列同

站立，並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禱告。 

  



 

以色列 7月 1日起開放自由行旅客 

 

 
睽違一年後，第一批海外猶太青年旅遊團終於抵達本．古里安國際機

場。（圖/摘自 BIRTHRIGHT ISRAEL） 

 

以色列旅遊局局長赫科恩（Orit Farkash-Hacohen）週四(6/10)

晚間宣布，以色列將自 7 月 1 日起開放已接種疫苗的自由行

旅客入境。不過，一名以色列衛生部官員告訴耶路撒冷郵報

（The Jerusalem Post）這項公告在某些程度上尚未準備好，

並且與即將發生的政府輪替執政有關。 

 

赫科恩在推特表示：「我很高興旅遊局同仁與衛生部、外交

部以及內政部的辛苦工作，使內政部部長宣布放寬對已接種

疫苗旅客的入境條件，以及 7 月 1 日起將擴大開放自由行旅

客入境。」 



 

 

「這正是以色列開放觀光旅遊和作為群體免疫國家重振經

濟的時候。」 

 

 
旅客允許入境後，以色列總統魯文．里夫林正在觀賞死海。（圖/摘自

HAIM ZACH/GPO） 

 

以色列旅遊局發言人告訴耶路撒冷郵報，這項決定將不需要

通過政府的同意並且不會限制旅客入境的人數。 

 

將僅容許已接種疫苗的旅客，而不是染疫已康復的旅客入境 

。登機前，旅客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書以及 PRC採檢結果。 

 

  



 

旅遊局發言人也表示，關於接受哪一種疫苗接種以及旅客是

否需要血清檢測證明存有抗體，豁免居家/防疫旅館隔離，目

前任何在海外接種疫苗的旅客都被這麼要求，然而這些問題

仍在討論中。 

 

不過一位以色列衛生部官員表示，雖然這確實是政府相關官

員正在努力討論的方向，但赫科恩的這項公告尚未準備好，

並且可能於新政府宣誓就職前匆忙執行。 

 

他說：「許多細節仍需要討論，顯然新政府對此決定的內容

將產生影響。」 

 

根據目前討論的草案，官員澄清將僅允許特定國家的旅客入

境。衛生部官員正在討論「低風險國家」的判定標準—像是

發病率—評估每個國家。 

 

他也表示，7 月 1 日是目標。 

 

除了少數例外的情況，以色列對外關閉邊境已經超過一年了。 

 

以色列衛生部四月底公布一項計畫，一年後將重新對外開放

以色列邊境。自 5 月 23 日起，依照以色列對一般團體旅遊

的許可規定，有些特定旅遊團本來應該允許入境。根據這項

計畫，自 7 月 1 日起自由行旅客也應該容許入境以色列，但

是這項計畫仍有更多的細節須被認可。 

 



 

加薩衝突稍微延遲了這項計畫的推行，不過第一批來自美國

的基督教朝聖旅遊團於 5 月 27 日順利抵達以色列。 

 

不過是否向所有團體開放入境國家，進而容許自由行旅客入

境的決定一直被延遲。以色列衛生部官員一再強調，鑑於發

病率低，他們的目標是解除所有防疫限制措施，維持嚴格的

邊境管制，防範感染者入境以色列的風險，這點非常重要。 

 

 
在遊客擁擠的觀光地區現在幾乎沒有人潮。（圖/摘自: MARC ISRAEL 

SELLEM/THE JERUSALEM POST） 

 

以色列衛生部發言人本周一表示，限定人數的旅遊團允許入

境以色列的前導計劃延長至六月底，並且增加一千名遊客容

許入境以色列，然而關於自由行旅客入境的決策將於本月底

完成。 



 

除了限制人數的旅遊團、猶太青年參與以色列的特別教育計

畫，例如尋根之旅（Birthright trips），以及在以色列擁有一

等親屬的海外公民也可以入境以色列。 

 

不過，申請旅遊許可的程序相當複雜，並且須向當地以色列

領事館或是以色列內政部遞交幾份文件，包括旅客個人和其

以色列親屬的身份證影本，證明關係的官方文件──例如父母

和孩子的出生證明，預防接種證明、機票、新冠病毒旅遊保

險以及血清檢測結果出爐前隔離住所的詳細資料。 

 

隨著邊境逐漸開放，對於許多希望前往以色列旅遊的旅客以

及從事旅遊業者而言，這些入境條件將大幅減輕他們的負擔。 

 

 

 

新聞出處：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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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21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

和華而來。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保護

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

在你右邊蔭庇你。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

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讓我們禱告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從今時直

到永遠！奉主名祝福以色列在新的總統、新的總理和新的季

節裡，眼睛被開啟，向耶穌敞開心，如鷹展翅上騰！ 

  



 

以色列卸任摩薩德情報局長 

大爆精彩內幕 

 

在大爆內幕的專訪中，前摩薩德局長警告伊朗，並為

納坦雅胡辯護 

 

在卸下局長職務的幾天後，柯恩對於摩薩德打擊德黑蘭核子

計畫的行動、他在以色列與阿聯協議中扮演的角色、在加薩

犯的錯誤，以及他對擔任以色列總理的想法，都提供具體詳

盡的說明。 

 

 
2021 年 6 月 10 日，摩薩德前局長柯恩 (Yossi Cohen) 接受專訪的內

容在「12 頻道」 (Channel 12) 節目中播出。 

 



 

上周才剛卸下摩薩德  (Mossad) 局長職務的柯恩  (Yossi 

Cohen)，在以色列電視台於周四播出的特別專訪中，對於近

來摩薩德打擊伊朗的行動、他與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之間的

互動，以及他在以色列與阿聯關係正常化中扮演的角色，還

有他個人的臥底生涯，都提供具體詳盡的說明。 

 

科恩暗示，他的情報單位炸毀伊朗在納坦茲 (Natanz) 的地

下離心機設施；並確切描述摩薩德在 2018 年的行動中，從

德黑蘭倉庫的保險櫃內偷走伊朗的核子檔案；並證實遭暗殺

的伊朗首席核子科學家法克里薩德  (Mohsen Fakhrizadeh) 

多年來都受到摩薩德的監視。他也表示，伊朗政權需要明白

一點，當以色列誓言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就不會只是嘴上說

說。 

 

接受納坦雅胡任命為摩薩德局長的科恩，在他情報生涯即將

告終之際接受專訪，看來是摩薩德局長爆內幕最多的一次。

他表示，不排除有朝一日競逐以色列總理大位，雖然他目前

暫時沒有這樣的規劃。 

 

這次專訪想必是經過以色列軍方的審查同意。科恩在許多場

合都相當小心謹慎，但這次卻開誠布公且詳盡地談到自己的

情報生涯和幾次重要的行動，完全不像情報首長的作風，尤

其這些情報人員才剛在最近結束這些任務。 

 

記者黛安 (Ilan Dayan) 在以色列「12 頻道」(Channel 12) 電

視台主持「真相」(Uvda) 節目。 



 

在先前一個多小時的訪談中，科恩提到，他對伊朗各項核子

設施都極為熟悉，他表示如果有機會，會帶著黛安去到納坦

茲的「地下室」，他表示：「那裡就是離心機運轉的所在。」 

 

 
伊朗國營電視台在 2021 年 4 月 17 日播出納坦茲核子設施的鏡頭。

（截取畫面/推特） 

 

黛安問道：「這離心機看來跟之前不一樣？」 

 

科恩說道：「的確不太一樣。」 

 

她表示：「除非他們把離心機修好了。」 

 

科恩堅持表示：「這離心機的樣子就是跟之前的不同。」 

 



 

科恩在專訪中沒有明確證實，以色列需要為破壞納坦茲設施

負責。但他僅籠統地表示：「我們已經[跟伊朗]清楚表明：我

們不會讓你們取得核武。為何你們就是不明白？」 

 

 
2021 年 6 月 10 日 播出前摩薩德局長科恩（右）接受「12 頻道」

黛安 (Ilana Dayan) 的節目專訪。（截取畫面） 

 

黛安指出，在過去一年裡，外電報導都將納坦茲的兩次大爆

炸歸咎於摩薩德，並表示有人在用來平衡離心機的大理石平

台內安放「大量炸藥」。 

 

監視法克里薩德 

科學家法克里薩德 (Mohsen Fakhrizadeh) 被以色列認定為

伊朗惡名昭彰的「核武計畫之父」，他在 2020 年 11 月於

德黑蘭近郊遭到伏擊身亡，外界普遍認為這是以色列所為。

科恩表示，摩薩德監視他多年，在 2020 年 11 月之前，摩

薩德還曾貼近這位科學家。 



 

 

 
2020 年 11 月 27 日法克里薩德 (Mohsen Fakhrizadeh) 在伊朗首都

德黑蘭以東的小城阿布扎爾 (Absard) 的遇害畫面（法斯通訊社；美

聯社轉載）。插圖：在未顯示日期照片中的法克里薩德（經授權使用） 

 

科恩表示：「從知識科學角度來看，在伊朗軍事核子計畫的

眾多科學家中，法克里薩德一直是問題最大的一位。因此，

多年來他一直是[情報]搜集對象。」 

 

採訪人黛安在提到法克里薩德遇害時表示：「科恩無法為這

次暗殺行動負責，但他個人的確參與在整個暗殺行動中。」 

 

當他被問到，暗殺以色列的勁敵，他認為是否值得，科恩表

示：「如果這個人具有危害以色列公民的能力，他就需要被

剷除。」 

 



 

不過，科恩表示，在某些情況下，以色列會對這類潛在對象

釋出訊息：「如果他準備轉換跑道，不再傷害我們，那麼就

不會」- 表示這名對象將逃過一劫。 

 

黛安問道，有沒有人因為收到暗示，就成為比如說鋼琴演奏

家？ 

 

科恩表示，的確有；他補充道，這讓他很開心。不過，他也

表示，其他人並沒有收到這樣的訊息，他們也不該拒絕這項

提議。 

 

黛安暗示，摩薩德採取的這些行動，是否表示「伊朗人比以

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炸彈威脅。科恩表示：「其實不盡然，

真的不是。」 

 

在德黑蘭倉庫內待上 7 個小時 

 

在訪談中，科恩描述摩薩德在 2018 年 1 月 31 日夜間行

動的計畫與執行過程，他們從德黑蘭倉庫內竊取伊朗大量的

核子文件，這是以色列已公開承認的一項行動。 

 

科恩表示，他從特拉維夫的摩薩德指揮中心負責這項行動。

在他的指示下，這個情報單位從兩年前就已開始著手這項行

動。 

 

 



 

 
摩薩德特務在德黑蘭南部索拉巴德區 (Shorabad) 的一座倉庫，發現

並取走數萬份與伊朗核武計畫相關的秘密文件（出自以色列總理辦公

室）。 

 

科恩表示：「我們知道他們偷偷藏了核子機密，究竟藏了什

麼我們不知道...於是，我決定瞭解伊朗人究竟做了哪些打算

對付我們的計畫，我告訴我底下的人，準備將這些機密帶回

家」，因為這些機密有可能揭露伊朗計畫中「更完整的全貌」。 

 

黛安提到，當時有 20 名摩薩德特務參與這項任務，但沒有

一位是以色列籍。 

 

科恩表示，摩薩德打造了這座倉庫的複製模型，瞭解所有關

於這些文件的存放櫃子，並知道這些櫃子的排列方式。科恩

表示：「我們在事發當晚遇到了一個難題，我們意識到某件

事」顯然起了變化，但仍決定照原訂計畫進行。 

 



 

科恩表示，他們知道最多只能在現場待 7 個小時，「在那之

後卡車、警衛和工人」會抵達，「你不可能翻過圍籬或衝破

圍牆。」 

 

這個團隊解除警報，拆除倉庫大門，據報導還要撬開 32 只

裝有文件的保險櫃。科恩表示，要撬開這些保險櫃，「每一

只都要花上不只幾分鐘時間」。 

 

 
摩薩德特務在德黑蘭南部索拉巴德區 (Shorabad) 倉庫內的保險櫃，

發現並取走數萬份與伊朗核武計畫有關的秘密文件（出自以色列總理

辦公室） 

 

當特務將保險櫃內的波斯文文件和其他文件圖檔，即時由特

拉維夫的指揮中心進行篩選，科恩表示：「我們就知道，我

們拿到想要的資料了，我們『眼前看到』的就是伊朗軍事核

子計畫，所有人都感到興奮莫名。」 

 



 

黛安表示，摩薩德派了許多用來引開目標的卡車，在德黑蘭

地區周圍一帶繞行，讓伊朗人失去線索，無法追查滿載 5 萬

份文件和 163 張光碟的卡車下落，讓這輛卡車能夠從陸路將

資料帶出伊朗，科恩對此並未否認。 

 

他表示，伊朗人到早上就知道倉庫已經搬空，伊朗所有的出

境關卡都已關閉。他說道：「我們知道他們會來追捕，因為

我們拿走了他們的最機密文件。」戴安透露，由於擔心這些

文件可能無法順利運出境，因此，在卡車越過伊朗邊界前，

大多數資料都已透過數位方式上傳到特拉維夫。 

 

科恩表示，他告訴納坦雅胡，「一旦我們離開現場……這次行

動的前半段就已完成」，現在的挑戰是將這批文件帶回家。 

 

他表示，所有的特務都平安健在，但有部分人員需要撤出伊

朗。 

 
2018 年 4 月 30 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在特拉維夫的國防部就以

色列取得的文件發表談話。他表示，這證實伊朗對他們的核子計畫說

謊。（Miriam Alster/Flash90） 



 

納坦雅胡在 2018 年 4 月舉行的記者會上揭露這批文件。

他稱這次行動是「以色列情報史上最偉大的成就之一」，並

證實伊朗聲稱他們不會發展核武，「是在說謊」。 

 

與納坦雅胡過從甚密 

 

科恩被人批評與納坦雅胡過從甚密，並容許這位總理利用這

次行動，以及摩薩德的其他成功行動來滿足他在政治上的需

要。科恩指出，在 2018 年 4 月的記者會上，納坦雅胡只討

論這批文件，但「沒有討論這次行動。」 

 

他表示，所有的以色列安全首長曾與納坦雅胡開會，討論公

開這批文件的利弊得失，當時無人持反對意見。 

 

他回想起前任局長帕爾多 (Tamir Pardo) 曾公開反對「羞辱

敵人」；但科恩堅持認為，揭露情報內容是正確的決定，納

坦雅胡在這件事上和其他事上都是秉持著「專業誠信」的原

則行事。 

 

科恩表示：「對我們來說，要讓世界各國都知道[這批文件的

存在]，這點很重要。」他同時指出，他曾親自通報各盟國的

情報首長。最重要的是這項消息要能夠「引發伊朗領導階層

的共鳴，對他們說：『親愛的朋友，首先，你們被滲透了；

第二點，我們正在監視你；第三點，隱藏秘密和說謊的時代

已經結束。」 

 



 

在專訪中，科恩還透露其他內幕。科恩表示，他年輕時深受

英國諜報電視節目「卡蘭」(Callan) 的啟發，卡蘭是他一開始

的摩薩德代號。後來因為他注重儀表容貌，因此被稱為「模

特兒」。他指出：「是我的父親教我熨衣服」。 

 

個人生平 

 

科恩現年 59 歲，22 歲在倫敦留學期間被摩薩德招募為特

務。他生長在猶太正統派家庭，他加入摩薩德時是其中少數

的猶太正統派特務。他表示，在他的職業生涯中曾擁有「數

百本」護照，並招募了數百位人才。他描述曾在歐洲招募一

名身分是真主黨特務的新血，他表示這名特務目前仍然健在。 

 

科恩已婚並育有四名孩子，他簡短地談到他的家人，包括他

患有腦性麻痺的兒子約拿單。 

 

他表示，從他為摩薩德工作的「第二天」開始，就希望成為

這個情報單位的首長。納坦雅胡在 2015 年 12 月任命他為

摩薩德局長。 

 

在被問到他與美國好萊塢巨頭米爾坎 (Arnon Milchan) 和澳

洲大亨帕克 (James Packer) 等多位富豪之間的關係時，這兩

人都涉入納坦雅胡遭指控的貪瀆案。他表示，現在回想起來，

「你需要對這樣的關係更謹慎」。 

 

他表示，帕克為他女兒婚禮準備的一份大禮已被他「退回去

了」。 



 

他否認這份禮品如報導所說價值 2 萬美元，並表示這項禮品

也獲得摩薩德法律顧問的批准。他表示，米爾坎提供數百萬

美元資金，讓他投入新創網路事業。他曾認真考慮過這份工

作，如果他沒有任命為摩薩德局長，有可能會接下這份工作。 

 

 
2017 年 10 月 2 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左）和摩薩德局長科恩

為猶太新年舉杯慶祝。（Haim Zach / GPO） 

 

科恩否認，當納坦雅胡考慮由他出任摩薩德最高職位時，曾

問他個人是否會向納坦雅胡「效忠」。據報導，他的競爭對

手代號為「N.」，納坦雅胡曾問他類似問題，但顯然這名人

選未能給予滿意的答覆。科恩也表示，他從未與總理夫人莎

拉 (Sara Netanyahu) 討論過這份職位。 

 

在談到他與納坦雅胡的關係時，科恩表示：「我知道因為我

與納坦雅胡過從甚密而付出代價，但我與以色列總理之間的

信任關係，對摩薩德的行動及其發展非常有幫助。」 



 

至於他與納坦雅胡這麼親近，是否有損摩薩德的獨立性，他

否認這項指控。他表示：「我是為更高的使命感而工作，不

是為了以色列總理工作。」 

 

與阿聯的關係 

 

科恩積極參與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蘇丹，以

及摩洛哥在 2020 年關係正常化協議的制定工作。他表示，

由於摩薩德曾在 2010 年於杜拜一間飯店的房間內暗殺哈馬

斯高階人物馬布赫 (Mahmoud al-Mabhouh)。馬布赫從事哈

馬斯軍火進口生意，也是遭到以色列通緝的恐怖分子。因此

要與阿聯建立正常關係，就需要「清除這項障礙」。科恩表

示，與阿聯開始談判時，「這個事件就浮上檯面，因此我們

需要掃除這顆地雷...我們處理了這個問題，並將障礙排除。」 

 

「有些行動在曝光後，會令我們感到傷心。」他提到的是類

似馬布赫之類的事件。「事件曝光後，會很受傷、不愉快，

而且很尷尬。」 

 

他否認在政治上曾幫助納坦雅胡，安排他在 2021 年 3 月 

23 日大選前去到阿聯。他表示：「摩薩德的工作計畫很少受

到政治背景因素影響。我希望那次訪問能夠順利成行；巴林

國王原本應該要來訪，因為這對以色列國意義重大。」 

 



 

 
2020 年 9 月 13 日晚，為了參加亞伯拉罕協定簽署儀式，摩薩德局

長科恩（左）準備登機前往華府。在階梯兩側可以看到巴林、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美國和以色列的國旗。（擷圖畫面） 

 

在所謂「亞伯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s) 的談判旅途中，

科恩在一趟班機行程期間對其團隊表示：「我們現在樹敵變

少了，這是天大的事。」黛安指出，他的工作還牽涉與沙烏

地阿拉伯人和其他許多人聯繫。 

 

在被問到摩薩德如此主導以色列的外交關係是否恰當，科恩

回答表示：「容許我這麼說，在我看來，2021 年的摩薩德，

應該要無所不在。」 

 

對哈馬斯的錯誤認識 

 

近年來他支持讓數億美元資金從卡達匯到加薩地區，並且親

自協助安排，他表示這種想法錯了。 



 

他強調，這筆錢應該不是用來建造隧道和火箭，而是用於資

助加薩平民。他原本以為，只要加薩平民生活獲得改善，「就

會減少戰爭和危機發生的可能性」。他表示：「我錯了。」 

 

上個月以色列與哈馬斯爆發為期 11 天的戰爭，他不相信這

種事會發生，都是因為相同的理由：「我以為我們都已經『安

排好了』」，只要做了這些安排，就能夠維繫和平。 

 

當被問到摩薩德職業生涯結束後，他現在最想念的是什麼，

科恩說道：「行動成功完成後的興奮感，這是到哪裡都找不

到的感受。」 

 

 
從右到左：2021 年 6 月 1 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新任摩薩德

局長巴尼亞  (David Barnea) 和卸任的情報局長科恩。（ Kobi 

Gideon/GPO） 

 



 

儘管如此，他補充道：「曾經有人說過：『你一生只有一次

機會攀登聖母峰。當你插上旗幟，現在走下山，就要再找下

一座高峰。」 

 

在這種情況下，記者問道，他是否打算角逐以色列總理，科

恩的回答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但你沒有排除這個可能？他表示：「沒錯。」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6/11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6:1-6 

神啊，求你保佑我，因為我投靠你。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

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論到世上的聖民，

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

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

神的名號。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

你為我持守。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

業實在美好。 

 

詩篇 17: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

下， 

詩篇 91:1-8 

你惟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 

 

求主掌權在摩薩德情報局的新任局長和所有行動中，保守以

色列如同保守眼中的瞳人，使公義與平安充滿在以巴關係中 

，也阻攔伊朗的核武詭計，讓救恩臨到在所有亞伯拉罕的肉

身後裔！阿們。 

 

  



 

四個神聖的希伯來名字 

約書亞、以利沙、以賽亞和耶穌 

這是一個棘手的問題！答案是這四個名字都有「上帝拯救」

的函義。讓我們學習這些名字的希伯來語發音： 

 

 

 

注意到他們的共同點了嗎？四個名字都包含獨一神的名字

（El/Yah）加上詞根 Yesha（ישע），意思是「拯救」。 

 

四個釋放期 

 

這絕非巧合，因為這當中的每一位都在歷史上的某個時刻，

擔任上帝拯救的工具。許多人相信，通過約書亞，耶和華在

以色列人征服迦南地的過程中拯救了他們；通過以利沙，耶

和華從摩押人手中拯救了以色列國；通過以賽亞，耶和華從

亞述人的入侵中拯救了猶大國；通過耶穌，耶和華拯救了全

人類。 

 

 



 

掌握真正的關聯 

 

令人驚奇的是，當我們用英語說這四個名字時，它們似乎完

全沒有關係。但是，如果我們回到希伯來語原文，我們就會

發現一種深刻的精神聯繫，從而增強我們對聖經的理解。 

 

 

 

文章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哥林多後書 5:14 – 15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

就都死了；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

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禱告： 

神啊，祢的恩典真是奇妙可畏，透過約書亞、以利沙、以賽

亞和耶穌四個希伯來文中獨特涵義的名字，讓我們深刻體認

祢偉大的拯救計劃，是屬於全人類的，祢的恩典必要臨到呼

求祢名的人！ 

  



 

核協議重啟 

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與伊朗對話 

 

沙烏地阿拉伯和阿聯無奈接受核協議重啟，並與伊朗

進行對話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明確表示，華府的首要任務是透過這項核

協議「重回談判桌」，然後以該協議作為解決其他問題的平

台。 

 

 
2018 年  12 月  23 日，沙烏地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 ·沙爾曼 

(Mohammed bin Salman) 在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德出席費瑟國王空軍

學院 (King Faisal Air Academy) 第 95 期軍校學生的畢業典禮。 

 



 

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無奈接受與向來的死對

頭伊朗恢復核協議，他們正在與德黑蘭持續對話，希望降低

緊張情勢，同時遊說在未來會談中納入他們關切的安全議題。 

 

世界強權國家正在維也納與伊朗和美國進行談判，希望恢復 

2015 年的核協議。根據這項協議，德黑蘭承諾限制其核子計

畫，以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美國總統拜登新政府打算恢復前總統川普任內退出的核協

議。但美國華府的波斯灣盟國一向認為，由於這項協議忽略

其他問題，例如伊朗輸出飛彈並支持該地區的代理人戰士，

因此光有這項協議還不夠。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一明確表示，華府的首要任務是透過這

項核協議「重回談判桌」，然後以該協議作為解決其他問題

的平台。 

 

但由於沙烏地阿拉伯捲入葉門代價高昂的內戰，而且其煉油

設施曾多次遭到飛彈和無人機攻擊，他們將這些攻擊事件歸

咎於伊朗和其盟國。海灣國家表示，這些涉及範圍更廣的問

題不應該遭到擱置。 

 

「波斯灣研究中心」 (Gulf Research Center) 主任薩格 

(Abdulaziz Sager) 一直參與在過去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的非

官方對話，他在本週表示：「海灣國家曾說過：『美國可以

重返核協議，這是他們的決定，我們無權干涉；不過…我們還

是希望各方都能將區域安全問題納入』。」 



 

海灣國家官員擔心，他們在拜登政府缺少在川普主政下相同

的影響力。他們曾向美國華府遊說，希望能加入維也納會談，

但卻遭到拒絕。 

 

熟悉內幕的消息人士表示，利雅德並沒有等待維也納會議的

結果，而是接受伊拉克在 4 月份的提議，舉行沙烏地阿拉伯

和伊朗官員之間的會談。 

 

「我們需要與伊朗和平共存」 

 

當敵對雙方彼此互探底細，利雅德表示，他們希望看到「對

方行為能夠經得起檢驗」。 

 

伊朗手中握有不少籌碼，尤其是伊朗支持葉門的「青年運動」

(Houthis)。沙烏地阿拉伯在這場內戰耗費了六年時間，仍未

擊敗這個葉門反叛軍，這也耗盡美國華府的耐心。 

 

薩格表示：「葉門對伊朗來說，是代價低廉的一門課，但對

沙烏地阿拉伯而言，卻是付出極大代價。這讓伊朗在談判中

居於上風。」 

 

第三位中東地區消息人士表示，就阿聯而言，尤其自從 2019 

年幾艘油輪在阿聯外海遭到攻擊後，他們為了緩和情勢，就

經常與伊朗保持聯繫。 

 

海灣國家現在的首要任務，是關注新冠疫情後的經濟情況，

但維護區域安全保障也是經濟復甦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三位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有協議（指核協議）總比

什麼都沒有的好，但你要怎麼說服世界各國還有投資人，讓

他們相信，這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協議？」 

 

海灣國家建議華府仍應保留部分制裁項目，以維持對德黑蘭

的制衡，其中包括用來懲罰外國行為人支持恐怖主義或武器

擴散的制裁項目。 

 

布林肯在出席國會聽證會時表示，這項協議可「作為一項平

台，用來檢視協議內容是否可以再作延伸，並在必要時強化

其內容，同時可用來解決」區域內的問題。 

 

海灣國家對此持保留的態度。阿聯駐華府特使歐泰巴 

(Yousef al-Otaiba) 在 4 月份表示，他認為沒有跡象顯示，核

協議能夠作為「溫和派在伊朗掌權的工具」，伊朗將在這個

月舉行由強硬派主導的總統大選。 

 

奧泰巴表示：「我們需要與伊朗和平共存。但我們也想要不

受干預，沒有飛彈威脅，且不再有代理人戰爭。」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6/09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9:23-24 

耶和華如此說：「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誇口，勇士不要因

他的勇力誇口，財主不要因他的財物誇口。誇口的卻因他有

聰明，認識我是耶和華，又知道我喜悅在世上施行慈愛、公

平，和公義，以此誇口。這是耶和華說的。」 

 

耶利米書 17:5-10 

耶和華如此說：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離棄耶和華的，那

人有禍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見福樂來到，卻要住曠

野乾旱之處，無人居住的鹼地。倚靠耶和華、以耶和華為可

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樹栽於水旁，在河邊扎根，炎熱

來到，並不懼怕，葉子仍必青翠，在乾旱之年毫無掛慮，而

且結果不止。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呢？

我－耶和華是鑒察人心、試驗人肺腑的，要照各人所行的和

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 

 

 

為所有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禱告，求主賜啟示智慧的靈，使

他們真認識耶穌是獨一救主，得著真正的和平，因此弟兄可

以和睦同居，榮耀主的名！ 

  



 

食物與抑鬱焦慮及心理健康之間的

驚人關聯 

 

通心粉和奶酪、聖代和其他安慰食物已成為我們在疫情期間

的首選，照亮我們的日子、並撫慰孤獨的夜晚。不幸的是，

研究人員不斷發現飲食影響我們的情緒和感覺，有時甚至會

讓憂鬱的情緒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變得更糟，而不是更好。  

 

心理健康問題不斷攀升 

 

與 2019 年相比，2020 年因著抑鬱症和焦慮症尋求幫助的

美國人數暴增 93%。雖然部份可以歸咎於 COVID-19，但研究

顯示，但精神疾病多年來則是一直在穩定增加。   

 

和蘇打糖相關的 

在糖殺死你之前戒除它：「糖是所有慢性病的根源」 

 

慢性疲勞 

感覺遲鈍嗎？以下是恢復精力的方法 

 

「糖是一個異常棘手的施虐者」：幫助糖成癮者擺脫困境的

關鍵時刻 

 



 

事實上，有 4000 萬美國人面臨著心理健康問題，比起紐約

和佛羅里達的人口總數還要多，也是導致死亡和殘疾最常見

的原因之一。無論哪個年齡層，自殺都是主要的死因。 

 

哈佛精神疾病學家烏瑪-奈杜（Uma Naidoo）告訴 CBN 新聞，

「我們需要了解，精神相關的疾病正無聲的蔓延――人們感

覺更加的沮喪、憂鬱、睡不好、極大的壓力、創傷，」她說。 

 

食物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超重或肥胖—這是有史以來最

嚴重的。根據奈杜和越來越多的心理健康專家的說法，事實

證明，體重飆升與心理健康問題，兩者的關聯急劇增加。引

發體重增加的食物也會導致抑鬱、焦慮和其他心理健康問題。  

 

奈杜博士在美國創立並領導了第一家以醫院為基礎的營養

精神病學服務。她是馬薩諸塞州總院的營養和生活方式精神

病學主任，同時在哈佛醫學院任教。她是《你的食物之腦：

對抗抑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侯群、強迫症、過動症等的

食物指南》一本不可或缺的書的作者。 

 

「我們稱之為舒適食品的食物實際上會讓我們的大腦感到

不適，」她說。  

 

因此，有越來越多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健康專家使用健康食

品治療患者，奈杜博士也是其中之一。 

 



 

「人應該在需要時去看醫生和服藥，」她解釋說，「但我們

也可以從今天開始，在飲食方面做出更健康的選擇。”」 

 

從腸道到大腦的連動 

 

奈杜博士說，健康的大腦始於健康的腸道。  

 

「腸道和大腦，」她解釋說。「儘管它們位於身體的不同部

位，但實際上是源自於胚胎中的同一個細胞，它分裂成兩個

器官，然後一生緊密牽連。」 

 

腸道-大腦的連動宛如一條雙向高速公路，經由迷走神經，持

續不斷地來回發送化學信息。這些化學物質，無論好壞，都

是由腸道中的細菌類型決定。  

 

「當我們給微生物餵食大量含糖食物、大量精製糖、大量蘇

打水時，壞微生物被餵養大，當它們被餵食含糖食物時，它

們會多過好的微生物，」奈杜博士說。  

 

糖不好，蔬菜好 

 

包括核磁共振（MRI）等的研究表明，攝取過量糖分會使抑鬱

和焦慮惡化。奈杜博士說加工食品中含有大量糖分，即使是

看起來不甜的。  

 



 

「不幸的是，快餐店的薯條之類的，實際上是添加糖分製成

的，」她說。「這類超美味的食物，會讓我們吃不出來其中

的甜味，所以要特別注意隱藏的糖分。」 

 

信不信由你，許多假糖對腸道同樣有害，甚至比真正的糖更

糟糕。 

 

「不幸的是，幾種人工甜味劑會引發焦慮、加重抑鬱並破壞

腸道微生物，」她說。  

 

奈杜博士建議在菜單中添加五顏六色的蔬菜，如飽含葉酸的

綠色蔬菜。   

 

「實際上，當大腦的葉酸不足時，會導致抑鬱，」她說。  

 

她建議患者多吃富含抗氧化劑的食物，如藍莓和綠茶。 

 

「有助於對抗氧化壓力，更有益心理健康。”」她解釋說， 

 

她告訴患者要多吃健康的脂肪，如橄欖油、酪梨、鮭魚和核

桃等，含有大量不飽和脂肪酸（Omega-3）的食物。  

 

不僅僅是抑鬱和焦慮 

 

奈杜博士認為，除了緩解抑鬱和焦慮外，這種方法還有其他

正面影響，像是對創傷後壓力症侯群 （PTSD）、強迫症 （OCD）、



 

注意力缺陷過動障礙 （ADHD）、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和其

他心理健康挑戰等。  

 

“必要時仍要使用藥物，”她解釋說，“但也提供了額外的選擇，

能真正提升患者的心理健康。” 

 

一個額外的好處是，健康的飲食也可以提高藥物的有效性。  

 

在她的書《你的食物之腦：對抗抑鬱、焦慮、創傷後壓力症

侯群、強迫症、過動症等的食物指南》中，奈杜博士列出了

能夠緩解某些心理健康問題的特定食物。她還提供了數十種

解決特定心理健康挑戰的食譜。 

 

以下是 700 俱樂部精選的三種食譜： 

 

蔬菜湯 

—對抗抑鬱 

 

這道湯品有豌豆補鎂，花椰菜補鐵，地瓜補維生素 A，飽和

脂肪含量低，纖維和抗氧化劑含量高。  

 

份數：4 份 

準備時間：15 分鐘 

烹飪時間：30 分鐘 

 

材料 

2 湯匙橄欖油 



 

1 把韭菜，切碎 

1 瓣大蒜，切碎 

1 杯新鮮或冷凍豌豆 

2 杯新鮮或冷凍花椰菜 

1 個未去皮的地瓜，切成小塊 

1 湯匙粗鹽，適量 

1 茶匙黑胡椒，適量 

1/2 茶匙乾百里香 

1/2 茶匙乾歐芹（香菜） 

4-6 杯熱蔬菜湯或過濾水 

新鮮香菜，切碎（隨意） 

 

作法 

 

在鑄鐵鍋用中火加熱油。加入韭菜和大蒜，翻炒 3-5 分鐘，

直到韭菜變軟，半透明狀。 

加入豌豆、花椰菜、地瓜、鹽、胡椒、百里香和乾歐芹，攪

拌煮一煮，持續 3-5 分鐘。等蔬菜部分熟透，加入蔬菜湯。

蓋上鍋蓋，中火燉煮約 20 分鐘。  

用鹽和胡椒調味，或用新鮮的香菜裝飾。 

 

蘑菇菠菜煎餅 

—抗焦慮 

 

（無麩質，不含乳製品） 

 



 

這款容易上手的煎餅，有蘑菇可以提高維生素 D ，菠菜補充

鎂。可以當做明後兩天的午餐，也可以放在冰箱保存 1 個月。  

 

份數：6 份 

準備時間：10 分鐘 

烹飪時間：18 分鐘 

 

材料 

5 顆全蛋 

1 杯杏仁奶 

1/2 茶匙粗鹽 

1/4 茶匙黑胡椒 

1 1/2 茶匙乾歐芹 

1 湯匙橄欖油 

1 杯菠菜（新鮮或解凍） 

1 杯蘑菇，切碎 

 

作法 

 

烤箱預熱至 300 度。用耐油紙舖在圓形烤盤上。 

將雞蛋、牛奶、鹽、胡椒和歐芹放在碗裏攪拌均勻，然後放

在一邊。 

鑄鐵鍋用中火加熱油。 

如果使用冷凍菠菜，請用粗棉布（或乾淨的洗碗巾或紙巾）

包裹並擠壓，以去除多餘的水分。 

將菠菜和蘑菇放入油中翻炒，直到蘑菇呈淺棕色，大約 3 分

鐘，離火冷卻。 



 

將冷卻的蘑菇菠菜混合物放入烤盤中。將雞蛋混合物倒在蔬

菜上，用鋁箔紙覆蓋並烘烤，直到雞蛋凝固，約莫 15-18 分

鐘。烤箱各不相同，因此從烤箱中取出煎餅之前，要確認雞

蛋已凝固，切成 6 塊，然後上桌。  

 

奇亞籽布丁 

- 對抗創傷 

 

（素食、無麩質、無乳製品） 

 

奇亞籽布丁是開始一天的好方法，不需要早起準備，因為它

必須在冰箱中放置過夜，您可以在前一天晚上準備好，然後

在路上吃。 

 

份量：2 份 

準備時間：10 分鐘 

 

材料 

1/2 杯有機罐裝淡味椰奶 

1/2 茶匙蜂蜜 

1/2 茶匙香草精 

1/4 茶匙肉桂粉 

2 湯匙奇亞籽 

覆盆子、藍莓、核桃或水果 

 

作法 

 



 

將椰奶倒入玻璃瓶中，加入蜂蜜、香草和肉桂攪拌。在上面

撒上奇亞籽。 

擰上瓶蓋，充分搖晃，使奇亞籽與牛奶混合均勻。 

在冰箱裡冷藏一夜。 

上桌時撒上堅果和漿果即可。 

 

新聞出處：基督教廣播網路 CBNNEWS.COM 

新聞日期：2021/06/07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哥林多前書 6:19-20 

豈不知你們的身子就是聖靈的殿嗎？這聖靈是從神而來，住

在你們裡頭的；並且你們不是自己的人； 因為你們是重價買

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耀神。 

 

路加福音 1:79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 

禱告 

 

慈愛的天父，祢是世界的光，要照亮坐在死蔭幽谷當中無助

的人，幫助我們出黑暗入光明，引導我們走向平安的道路，

因為我們是屬乎祢，是耶穌重價贖回的，求聖靈幫助我們，

每一天來榮耀祢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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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