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兵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秘密猶太突擊隊 

作者莉亞．嘉瑞特(Leah Garrett)解密歷史，揭開 X兵團的驚

人故事，X 兵團是一支由講德語的難民志願者組成的單位，

他們決心不惜一切代價要瞞騙過納粹，並取得勝利。 

 

 
左起：曼弗雷德．甘斯(Manfred Gans)（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提

供）；彼得．馬斯特斯(Peter Masters)（安森家族提供）；柯林．安森(Colin 

Anson)（安森家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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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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22:6 



 

X 兵團可能大家從來沒聽說過，他們是最勇猛的英國二戰突

擊隊，正式名稱為「第 3連第 10號（盟軍間）突擊隊」，當

中的 87 名成員主要是來自德國和奧地利的猶太難民，他們

一心想報復摧毀他們家庭和家園的納粹份子，而其中有一些

突擊隊的隊員，本身就是納粹集中營監禁的倖存者。 

 

為了自身安全，這些勇敢的年輕人誓言要對自己的真實身份

保密，並且使用英國人的名字。只有英國安全局的一名傷亡

部門工作的秘書，擁有一份關於他們的真名還有來歷的名單。 

 

在威爾斯和蘇格蘭進行了一年半的密集訓練後，X 兵團的人

被分配到盟軍的先鋒部隊，接著入侵歐洲，打擊納粹德國的

中心。 

 

利用先進的戰力和反情報技術，以及他們的母語德語，他們

執行了危險的任務，潛入敵軍。在這場戰役中，他們抓捕了

敵方並且立即審問，這也為進攻的盟軍提供了寶貴的信息。 

 

X 兵團從來沒有聯合作戰過。他們獨自或以小組形式被調到

盟軍部隊以及各個單位的師。而這些人當中，有一半以上的

人在行動中陣亡、受傷或失踪。 

 

這本書的作者莉亞．嘉瑞特(Leah Garrett)表示：「沒有什麼能

阻止他們。」這本書是關於一個被嚴格篩選和目標導向的單

位，而他們機密的特性，很容易使他們被歷史遺忘。 

 



 

5月 25日出版的《X兵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秘密猶太突擊

隊》將帶讀者走過這些人從中歐的青少年到英國突擊隊的旅

程。由於作者成功解密長期密封的機密英國軍事記錄，每一

頁的描述都充滿了至今未揭曉的英勇事蹟。 

 

嘉瑞特是紐約亨特學院猶太研究中心主任，她也是希伯來語

和猶太研究主任，她已經寫過一本廣受歡迎的二戰猶太鬥士

的書《年輕的獅子：猶太作家如何重塑美國戰爭小說》。她

對戰爭的研究和寫作的經歷也在《X 兵團》中發揮得淋漓盡

致。 

 
X兵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秘密猶太突擊隊，作者莉亞．嘉瑞特(Leah 

Garrett)（霍頓．米夫林．哈考特提供） 

 



 

這本書也包含了一些名人，如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洛瓦特勳爵(Lord Lovat)、米里亞姆．羅斯柴爾德

(Miriam Rothschild)和德國陸軍元帥歐文 ·隆美爾 (Erwin 

Rommel)。更重要的是，嘉瑞特在 X 兵團中著重於三個人：

柯林．安森（出生於法蘭克福的克勞斯．亞設）、彼得．馬

特斯（出生於維也納的彼得·奧洛尼）和弗雷迪．格雷（曼弗

雷德．甘斯出生於波爾肯，位在德國西北部的荷蘭邊境附近）。 

 

 
莉亞．嘉瑞特(Leah Garrett) (德布．卡波內拉/亨特大學) 

 

「我收集到最多的資訊是這三個人。他們也很適合放在故事

的核心，因為他們彼此很不同，他們三個人代表了不同的背

景以及不同的戰爭經歷」，嘉瑞特表示。 

 



 

安森是由猶太人的父親和非猶太人的母親所生的獨生子。他

受洗成為基督徒，一直到他的父親在他十幾歲的時候告訴他 

，他才知道自己是半個猶太人。1937年的秋天，安森的父親

柯特在公開反對納粹後，被逮捕並且被送往達豪集中營。不

到兩週後，蓋世太保的一名官員出現在他們家的門口，告訴

他們，柯特死於「循環系統衰竭」。隨後柯特的骨灰也寄給

了他的遺孀和兒子，而且費用由他們承擔。 

 

1938年 11 月水晶之夜之後，安森的母親極力想把他帶離德

國。1939年 2月，她終於成功讓他乘坐貴格會贊助的難民兒

童運動列車前往英國。不過她留下來了，在戰後才與她的軍

人兒子團聚，而安森也在義大利的苦戰中倖存下來。 

 

 

 
X兵團唯一的照片，與一隻狗叫吉祥一同入鏡。（馬斯特斯家族提供）  

 



 

在德奧合併之後，安森．馬斯特斯與他離異的母親和姐姐從

維也納逃到了英國。他們在倫敦與母親的姐妹重聚。跟隨在

後的是馬斯特斯的外祖父，他是安森．馬斯特斯一生中影響

他最深的猶太人，外祖父帶他去到了猶太教堂，為他的成人

禮做預備。而安森．馬斯特斯的父親在戰前逃到了瑞士。 

 

在英美盟軍登陸諾曼第的那一天，安森艱辛地走過與腰齊高

的海浪，他一手牽著自行車，頭頂著一把湯米衝鋒槍，登陸

在劍灘。 

 

在嘉瑞特的研究中，她發現與公認的歷史記錄相反，安森和

其他騎自行車的突擊隊員，實際上才是首次走過重要的飛馬

橋的人。 

 

 
莫里斯．拉蒂默（Maurice Latimer，圖右）與被俘的德國士兵在荷蘭

瓦爾赫倫島（帝國戰爭博物館提供） 

 



 

《X 兵團》的作者興奮地說：「我能夠用這本書改寫歷史！

他們其實在那裡，只是沒人知道。」 

 

甘斯（又名格雷）與被同化的 X兵團夥伴不同，他來自一個

東正教猶太家庭。（嘉瑞特在整本書中都稱他為甘斯，因為

甘斯與其他夥伴相反，他在戰後恢復了原來的名字和嚴格遵

守的猶太生活。） 

 

 
1945 年 4 月，伊恩．哈里斯在德國奧斯納布魯克率領被俘的德國士

兵。（帝國戰爭博物館提供） 

 

《X 兵團》這本書最可能引人關注的部分是甘斯在戰爭結束

時雇用一個司機和吉普車，花了兩天的時間從荷蘭經過德國，

直奔捷克斯洛伐克尋找父母。 



 

他的父母從德國逃到荷蘭（戰前他們擁有公民身份的地方）。

奇蹟似地，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泰雷津發現父母還活著。 

 

「集中營裡很快傳出了這個消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

一個兒子回來尋找他的父母，而且還找到了。並不是世界上

所有的猶太人都被殺害。納粹沒有取得任何勝利」，作者寫

道。 

 

有一位兒子回來尋找他的父母，而且尋見了。 

 

更離奇的事情是，甘斯向從加拿大流亡政府歸來的荷蘭公主

朱莉安娜提出上訴。甘斯強而有力的說詞使他得以和公主會

面，在會上公主承諾，會釋放集中營裡的荷蘭猶太人。公主

也兌現了承諾，並幫助他們搬遷到愛因荷芬。不過甘斯的父

母最終移民到了以色列，他們其中一個兒子在戰前早已定居

在那裡。 

 

不只有甘斯在許多個危險的戰爭中倖存下來，他整個家族也

活了下來，他的父母和他們三個兒子，在大屠殺結束時保全

了性命。 

 



 

 
戰後在以色列的甘斯一家，曼弗雷德．甘斯（右後排）。（美國大屠殺

遇難者紀念館提供） 

 

嘉瑞特表示：「重要的事其實是，甘斯、安森和馬斯特斯都

是例外，因為大多數 X兵團失去了很多的家人。」 

 

甘斯和 X兵團的其他倖存者一樣，他在開啟生活以前，在歐

洲停留了一段時間，幫忙做去納粹化的工作。 

 

甘斯和馬斯特斯最後都搬去美國，在那裡他們以猶太人的身

份公開生活，他們也和妻子與孩子們分享了他們的戰時經歷 

。馬斯特斯與甘斯不同，馬斯特斯繼續使用他加入 X兵團時

被迫採用的姓氏。 

 

  



 

嘉瑞特解釋：「所有留在英國的人都保留了他們在 X兵團的

假名。對他們來說，這已經是他們成人的身份了。戰前的他

們已經逝去了，在他們的腦海中回到德國或奧地利，實在太

痛苦了。」 

 

 
位在英國威爾斯阿伯多維的 X兵團紀念碑。紀念碑並未提及部隊成員

主要都是猶太難民。（馬丁．凱提供） 

 

此外，這些人中沒有公開他們的猶太人身份，許多人皈依英

國國教，並以這樣的身份養家糊口。嘉瑞特將部分因素歸因

於男性的同化背景，部分原因還有地下反猶太主義的潮流。 

 



 

要注意的是，在威爾斯阿伯多維豎立的 X兵團陣亡成員紀念

碑沒有提及他們的猶太身份，而這些人在他們敬愛的指揮官

布萊恩．希爾頓–瓊斯（Bryan Hilton-Jones）的指導下接受訓

練。 

 

根據嘉瑞特的說法，猶太退伍軍人團的努力並未能成功說服

地方議會去修改提供給遊客的小冊子中 X兵團的資訊。 

 

她寫道，「也許這本書的出版將鼓勵委員會重新審視他們的

立場」。 

 

嘉瑞特傑出的新書藉著全面描寫 X兵團的功績，並精準寫出

他們的身份來改寫歷史。倖存者過著不同的生活，但他們基

本上團結一心。 

 

嘉瑞特表示：「無論英國人是否提及過 X兵團，他們都對英

國人的接納以及給予他們與納粹作戰的機會，深表感謝。」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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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0:18 

計謀都憑籌算立定；打仗要憑智謀。 

 

出埃及記 15:1-3 

那時，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華唱歌說：我要向耶和華歌唱，

因他大大戰勝，將馬和騎馬的投在海中。耶和華是我的力量，

我的詩歌，也成了我的拯救。這是我的神，我要讚美他，是

我父親的神，我要尊崇他。耶和華是戰士；他的名是耶和華。 

 

感謝主有人發掘並寫出歷史的見證，我們也為德國的悔改感

謝主；為著神的信實使以色列復國，如今能住在自已的家園

而感謝主，願以色列向愛他的三一真神歡呼！ 

  



 

以色列抨擊新的波蘭大屠殺法是 

不道德的 

該立法仍必須得到波蘭參議院的批准，為猶太人設定了 30 

年的最後期限，以收回被扣押的財產 

 

 
2021 年 5 月 4 日星期二在波蘭華沙舉行的投票中的波蘭立法者—

—一些在議會，一些在遠程視訊。（美聯社照片/Czarek Sokolowski） 

 

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 (Yair Lapid) 稱新的波蘭立法將禁

止波蘭國內大屠殺倖存者的賠償要求是「不道德的」，並暗

示這將損害波以關係。 

 

「任何法律都不會改變歷史，」拉皮德週四表示，並稱該法

案「是一種恥辱，不會抹去對大屠殺的恐怖或記憶。」 

https://static.timesofisrael.com/www/uploads/2021/06/AP21124728513007.jpg


 

據波蘭國家通訊社報導，該法案於週四晚間以 309 票贊成、

0 票反對和 120 票棄權獲得通過，為猶太人設定了 30 年

的最後期限，要求猶太人收回被納粹德國軍隊扣押的財產，

基本上阻止了任何世界二戰時期的賠償要求或對過去決定

的上訴。據報導，該立法現在必須在獲得波蘭下議院批准後

由波蘭參議院批准。 

 

「這是一種可怕的不公正和恥辱，損害了大屠殺倖存者、他

們的繼承人和在波蘭存在了數百年的猶太社區成員的權利，」

拉皮德說。「這是一個難以理解的行動。這種不道德的法律

將嚴重損害兩國關係。」 

 

拉皮德表示，波蘭無視 2009 年不具約束力的特雷津宣言，

這是極其令人擔憂和嚴重的事，該宣言為大屠殺時代的財產

歸還已制定了指導方針。 

 

「以色列將作為一道保護牆，捍衛對大屠殺的記憶，並捍衛

大屠殺倖存者及其財產的榮譽，」外交部長說。 



 

 
在這張 2018 年 2 月 5 日的照片中，極右翼團體在總統府前舉行示

威，呼籲總統安傑伊．杜達簽署一項法案，以限制波蘭華沙的某些形

式的大屠殺言論。（美聯社照片/ Czarek Sokolowski） 

 

波蘭外交部則反駁說，拉皮德對該法案的評論具有誤導性。 

 

「這些評論表明對事實和波蘭法律的無知，」波蘭外交部在

一份聲明中說。「波蘭絕不應對大屠殺負責，這是德國占領

者對猶太血統的波蘭公民犯下的暴行。」 

 

波蘭外交部表示，新立法獲得通過是因為過去的行政決定沒

有時間限制，而這是不符合憲法和嚴重違法的。 

 

拉皮德的未來黨成員（Yesh Atid），社會平等部長梅拉夫．

科恩 (Meirav Cohen) 也譴責波蘭立法者推進該法案。 

 



 

科恩在推特上說：「波蘭立法者應該低下頭，為他們今晚採

取的步驟感到羞恥。」 

 

本週早些時候，世界猶太人賠償組織也呼籲撤銷該立法。 

 

「我們緊急呼籲莫拉維茨基總理和波蘭政府以公正、及時的

方式解決歸還私有財產的問題，」 世界猶太人賠償組織的運

營主席吉迪恩．泰勒說。該立法「將進一步傷害已經遭受如

此多苦難的波蘭大屠殺倖存者。到了 2021 年，不應強加新

的、無法逾越的法律條件，這將導致無法收回財產或獲得公

正的賠償。」 

 

據報導，美國駐華沙大使館臨時代辦比克斯．阿留 (Bix Aliu) 

在給波蘭議會議長的一封信中也反對這項立法。 

 

據路透社報導，根據 華沙的 Dziennik Gazeta Prawna 日報，

比克斯．阿留（Bix Aliu） 寫道：「我們的理解是，該法案草

案將有效地阻止大部分索賠，並無法獲得大屠殺或共產主義

時代財產的賠償或賠償。」 

 

據 Ynet 報導，本週早些時候，魯文．里夫林總統給波蘭總

統安傑伊．杜達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對該立法的反對。 

 

據報導，里夫林寫道，該法律將「非常模糊我們在加强兩國

關係和確保兩國夥伴關係方面的共同努力。由於我非常欣賞

我們之間的關係，因此我決定呼籲您尊敬的政府考慮此類立

法的後果。」 



 

 
2018 年 2 月 6 日，波蘭總統安傑伊．杜達 (Andrzej Duda) 宣布他

決定在波蘭華沙簽署立法，懲罰某些有關大屠殺的言論。（美聯社照

片/阿里克．凱普利茲） 

 

波蘭的「大屠殺歸還」在許多公民中不受歡迎，杜達在去年

連任前發起了行動反對。許多波蘭公民認為，索賠只能向納

粹德國提出，波蘭支付大屠殺時代的任何損失是不公平的。 

 

「不會為無繼承人的財產支付任何損失，」杜達表示。「我

永遠不會簽署一項法律，讓任何族群相對於其他族群享有特

權。損害應由發動戰爭的人支付。」 

 

波蘭是歐盟中唯一沒有通過全面的國家立法，來歸還或賠償

被納粹沒收或被共產主義政權國有化的私有財產的國家。 

 



 

大屠殺歸還和修正主義問題一再困擾著以波關係。2018 年，

華沙通過了一項法律，將指控波蘭民族或國家參與納粹德國

戰爭罪行，列為非法行為。此舉引發了以色列的強烈抗議，

但當波蘭同意修改法律以取消任何刑事處罰時，僵局才基本

結束。 

 

去年 1 月，杜達拒絕參加在耶路撒冷舉行的世界大屠殺論

壇，因為他沒有被邀請在活動中發言。一周後，在克拉科夫

的一次會議上，里夫林斷言，在大屠殺期間，「許多波蘭人

袖手旁觀，甚至協助謀殺猶太人」，儘管有歷史證據，但波

蘭一直在努力否認這一點。 

 

主要的以色列歷史學家聲稱，波蘭一直試圖低估波蘭人在二

戰之前、期間和之後犯下的反猶太暴行。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6/25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103: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以賽亞書 33:5 

耶和華被尊崇，因他居在高處；他以公平公義充滿錫安。 

 

為著所有大屠殺倖存者及他們的後代和被奪去的產業禱告，

求主的公義彰顯，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也求主幫助波蘭總

統和國民能行公義好憐憫與神的心意對齊，我們懇求，凡是

違背主的心意的計謀必不得成就！ 

  



 

伊瑪目說她會在地獄， 

但她聽見耶穌聲音 

 

伊瑪目說：「她會掛在地獄之火中，永遠受苦」，接著她聽

見耶穌的聲音 

 

她會在地獄之火中永遠掛在自己的頭髮上，這是海蒂 

(Hedieh) 原先要接受的懲罰。她究竟犯了什麼罪？她只是把

頭巾摘下。但現在，她聽見耶穌基督慈愛的聲音，因此在伊

斯蘭教規中生活了 22 年後，她不再為自己的永恆命運感到

害怕。 

 

她解釋道：「在伊斯蘭教，上帝不像父親，上帝是最終的審

判者。他完全和我們分開坐著，非常決斷地批判我們所做的

每件事。」 

 

海蒂的父母為了追尋美國夢，從伊朗移民到美國，而且他們

的夢想實現了。海蒂是在比佛利山莊的富裕環境中長大，但

她表示這樣還不滿足。 

 

她回憶道：「富裕的環境從來沒有讓給人滿足。事實上，我

真的很內疚，擁有世人想要的一切，卻又感到難過。我一直

在想，我內心的空缺究竟是什麼，會讓我感到空虛。」 

 



 

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 上大學時，她希望宗教能填

補這個空缺。因此她父親將她推向伊斯蘭教，她男友帶她到

當地的清真寺。 

 

她表示：「這間清真寺走得有點極端。而且他們擁有所有激

進的政治原則，設想如果將美國變成穆斯林國家，會是什麼

情況。而且他們非常反猶太主義，我心裡想：『實在太糟糕

了，我不想跟這裡扯上關係。如果這就是宗教的話，我不想

跟宗教有任何瓜葛。』」 

 

由於她排斥穆斯林極端主義，但又想要認識上帝，於是她加

入名為蘇菲教派 (Sufism) 的另一個伊斯蘭派別。「這是伊斯

蘭教的神秘體驗，全都是關於愛與和諧，以及與上帝建立個

人關係，我想：『很好，這太完美了。』」她說道：「我可

以在這裡找到平靜，找到和上帝之間的關係。」 

 

法學院畢業後，海蒂開始撰寫有關穆斯林極端主義的報告，

她的報告讓她進入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並開始與美國政府

單位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她說道：「能夠在伊斯蘭教和這些社區從事研究工作，同時

又對抗伊斯蘭極端主義，對我來說，這是再適合不過的工作。

我真的認為自己是在為國家和信仰貢獻心力。」 

 

她結婚後生了一個女兒。海蒂多年來嚴守伊斯蘭教規。她回

想起：「控制自身肉體的慾望和行為，是永無止盡地嘗試，

為的是拉近與上帝之間的距離。你總是擔心，這位神會怎麼

評判你，這根本不是愛，因為你一直在向不會回應的神禱告。」 

 

儘管她做了這些努力，但伊斯蘭教並沒有帶給她救贖的確據，

最後她感到很沮喪。 

 



 

海蒂說道：「他們告訴我的就是我生命最重要的目標，但我

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辦法達到這個標準，這讓我感到無比沉重。

隨著年齡增長，女兒漸漸長大，這種沉重感變得難以承受。」 

 

然後，有一天，在伊斯蘭教規裡生活了 22 年後，海蒂摘下

頭巾。伊瑪目告訴她，她的最終結局現在已經確定。她說道：

「他們告訴我，因為我摘下頭巾，因此要在地獄之火中永遠

掛在自己頭髮上。儘管不確定自己能不能得著應許的救贖，

但我還是拿下頭巾，我這麼做是為了減少外在宗教的束縛。

他們卻說我將永遠待在地獄火中，這實在讓人難以接受，於

是我離開了伊斯蘭教。我真的很失落，覺得內心完全失去方

向，感到不知所措。」 

 

海蒂渴望有上帝在她的生命中。她在網路上看到一位基督教

牧師的影片，談到如何藉著耶穌與上帝建立關係。她很感動，

但也很困惑。很快地，她在絕望中做了一個禱告。 

 

「我跪在地上，按著伊斯蘭教頂禮膜拜的方式禱告，只哭著

說：『祢能向我顯現嗎？我感到好困惑，不知道你是誰。』

當我在房間裡禱告，在一次的禱告中，我聽見基督的聲音，

祂說：「海蒂，是我。」這實在太奇妙了。直到今日，我都

可以告訴你，就像昨天才發生的一樣。從那一刻起，我知道

自己的生命不再一樣。」 

 



 

 

 

她持續在線上收聽牧師講道，並開始讀聖經。海蒂說道：「聖

經就像活過來一樣，這是我讀古蘭經從未感受過的。我可以

聽見上帝對我說話，我知道祂直接對我說話，因為上帝用古

蘭經作例子，告訴我為何古蘭經不正確，以及為何聖經中的

話語是真實的。直到我覺得必須接受耶穌是主，不得不承認

他已拯救我。有一天當我在禱告時，我只是感覺主在對我說：

『女兒，你不用再害怕了。』」 

 

海蒂很快就在收聽線上講道的那間教會受洗，她表示，現在

跟上帝的關係，是她前所未曾有過的。 

 

  



 

「當我感到掙扎時，我會一直壓抑，他總是說：『女兒，只

要與我同行。』這是他在告訴我：『不要害怕。我向妳所懷

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我要以慈愛待

妳，並賜下充滿愛和喜樂的生命，因此不要害怕。』」 

 

她分享個人的經歷，她如何透過耶穌領受上帝的愛，希望觸

及那些渴望認識祂的人。因為「上帝一直與我同在。」 

 

她說道：「有時候我會很好奇地問他，為何我必須經歷某些

事情。但祂使用我過去所有的經歷來成就這事。在 25 年前

這根本不可能，在比佛利山莊那位女孩不可能做成祂現在呼

召我完成的事。因此我要永遠坐在他腳前。」 

 

新聞出處：CBN NEWS 

新聞日期：2021/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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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西阿書 11:4 

我用慈繩愛索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如人放鬆牛的兩腮夾板，

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 

 

瑪拉基書 4:2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

之能。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裏的肥犢。 

 

我們舉起聖潔的手為所有中東地區穆斯林背景的人禱告，為

這些心中渴慕真理與真神的人，求主聖靈澆灌，使他們蒙蔽

的心眼被打開，轉向耶穌基督得著救恩！ 

  



 

撒瑪利亞人在基利心山上慶祝五旬節 

 

撒瑪利亞宗教與猶太教非常類似，但有幾處明顯的差異，包

括他們自己的妥拉 (Torah) 是用他們自己的古希伯來文寫

成的，而且基利心山是他們最神聖的地方。 

 

 
撒瑪利亞教派成員為了紀念五旬節，在基利心山頂上參加傳統的朝聖

活動。（圖片來源：MOHAMAD TOROKMAN /路透社） 

 

撒瑪利亞教派成員聚集在基利心山頂，慶祝他們版本的五旬

節，將週日清晨觀賞日出，當作傳統朝聖活動的一部分。 

 

撒瑪利亞教派與猶太教非常接近，但有幾處明顯的差異，包

括他們有自己的撒瑪利亞版妥拉，是用他們自己禮拜儀式的

古希伯來文的語言寫成的。 



 

 
2021 年  6 月  20 日，撒瑪利亞教派成員在約旦河西岸那布勒斯 

(Nablus) 附近的基利心山頂上參加慶祝五旬節的傳統朝聖活動。（路

透社/蒂爾 Torokman） 

 

此外，他們相信基利心山是世界上最神聖的地方，而不是耶

路撒冷，同時這裡是第二聖殿的所在地，也是亞伯拉罕將自

己兒子以撒獻給上帝的地方。 

 

撒瑪利亞人相信他們的宗教，比猶太教更接近猶太人被擄到

巴比倫之前，以色列人原本的宗教樣貌。他們的宗教沒有類

似塔木德的拉比解經和評論，塔木德成為猶太教流亡海外時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21 年  6 月  20 日，撒瑪利亞教派成員在約旦河西岸那布勒斯 

(Nablus) 附近的基利心山頂上參加慶祝五旬節的傳統朝聖活動。（路

透社/ Mohamad Torokman） 

 

直到 1624 年，連續有亞倫的兒子和摩西的侄子以利亞撒的

後裔為撒瑪利亞的大祭司。 

 

猶太人和基督徒都知道的十誡，在撒瑪利亞版本卻縮減為九

誡。出自申命記第 11 章和第 27 章經文而摘取出第十條誡

命，是宣告祝福之山 (Mount of Blessing) 基利心山是神聖的。

撒瑪利亞人只遵守聖經的聖日—新年、贖罪日、住棚節 

(Sukkot)、五旬節 (Shavuot) 和逾越節，後者（逾越節）是他

們最重要的節日。 

 



 

 
2021 年  6 月  20 日，撒瑪利亞教派成員在約旦河西岸那布勒斯 

(Nablus) 附近的基利心山頂上參加慶祝五旬節的傳統朝聖活動。（路

透社/ Mohamad Torokman） 

 

撒瑪利亞人相信，他們是原本以色列人的後裔，在猶太人被

擄到巴比倫期間，他們從未離開過。雖然他們的血統可以追

溯到撒瑪利亞，但他們的名字卻是出自希伯來文 Shomrim，

指他們是「守律法的人」。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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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4:19-24 

婦人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

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

「婦人，你當信我。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

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候將到，如今就

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

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 

 

為今天的撒瑪利亞人禱告，他們能明白敬拜最重要乃在乎心

靈與誠實，不在乎血統與地點，並且能與其他的猶太人彼此

接納，同心禱告！ 

  



 

七的神聖力量 

最深的神聖數字 

你在聖經中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七這個數字。聖經中提到數字

七超過 700 次。僅啟示錄就包含數十個七，包括教會、碗、

燈、印等，不勝枚舉。在古代以色列，數字七被認為是神聖

完美的象徵。與其他從人的努力中獲得力量的數字相反，七

來自上帝。 

 

主的七靈 

有什麼證據證明上帝的身份與數字七有關？如果我們看看

以賽亞書 11 章著名的“耶西的根生出的枝子”預言，我們會

發現聖靈在彌賽亞身上有七個不同又獨特的描述： 

 

 

 

發現希伯來語的力量 

總的來說，這些屬性構成了聖靈的七重本質要素。在翻譯中

閱讀時，這似乎只是一個抽象品質的列表。但在原始希伯來

語中，這些詞形成了一個精神包裹，充滿了力量，這就是七

的神聖力量，是從神的靈而來的力量。 

 



 

數字 6的秘密 

Vav——個特別的字母 

您可能知道希伯來字母和數字之間存在對應關係。數字  6 

對應於字母“ Vav ”。“ Vav ”的形狀像一個鉤子，將兩個東西固

定在一起（ו）；通常，“ Vav ”翻譯為“和”。這個字母也被稱

為“ Vav  of connection”，因此，“第六天” ——Yom HaShishi

（Yom Vav） ——連接了精神和物質；天與地，六天的創造和

安息日。 

 

連接日 

我們可以在今天的猶太人生活中看到一個美好的見證。任何

在以色列經歷過安息日的人都知道，星期五，是一周中非常

特別的一天，因為它是安息日的開始。 

因此， 它將一周中的六個工作天和星期六安息日(也是猶太

周中最重要的一天)聯繫在一起 。  

 

發現聖經的細微差別 

猶太信仰中清楚地強調了這一天的重要性，我們慶祝的猶太

新年，實際上並不是慶祝宇宙創造的周年紀念日，而是慶祝

第六天連結安息日開始的創造周年紀念日。  按照猶太人的

理解，當人在第六天被創造時，創造就變得有意義了。 第六

天連接了天地，上帝也宣告為王。請關注追蹤我們的臉書和

Line@，祝福大家在明天即將來的第六天平安喜樂!  

出自 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搭模斯月 17 日的禁食 

 
公元 70 年羅馬人在提多的指揮下圍攻和摧毀耶路撒冷（照片來源：

大衛羅伯茨/維基媒體） 

 

搭模斯月 17 日的禁食 

星期日(6/27)是希伯來搭模斯月 17日的禁食（也是但以理禁

食禱告的開始日），這一天紀念了猶太歷史上的許多悲劇和

國破家亡，以及開始了為期三週的哀悼期， 也就是一直到埃

波月 9日（聖殿被毀日）的三週預備日(困頓黑暗日)，這三週

被猶太人稱為「狹窄窘迫之境的日子」，許多猶太人也遵循

一些傳統的哀悼習俗。 

 



 

據說在搭模斯月 17 日發生了五場悲劇：摩西打破十誡石板，

巴比倫圍攻耶路撒冷期間，祭司停止了每日獻祭，阿帕思多

馬斯(Apostomos)焚燒了妥拉，把偶像放在耶路撒冷聖殿，以

及羅馬人在長期圍困後於公元 69 年攻破耶路撒冷的城牆。 

根據耶路撒冷塔木德，巴比倫人也在這一天攻破了耶路撒冷

的城牆。 

 

在這三週內，許多猶太人開始遵循哀悼習俗，包括避免理髮

和剃鬚、不聽音樂和不結婚。許多人還避免冒險或危險的活

動和旅行。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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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哀歌 1:3 

猶大因遭遇苦難，又因多服勞苦就遷到外邦。他住在列國中，

尋不著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狹窄之地將他追上。 

 

撒迦利亞書 9:9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

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

謙和和地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主啊！以色列是祢眼中的瞳仁， 是祢所愛的民族， 因此當

他們禁食時，求主將他們的眼得打開， 自哀傷轉為喜樂， 脫

掉麻衣穿上跳舞衣，求祢的救贖計劃向他們顯明 - 耶穌是他

們長久以來所等候的彌賽亞，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祢民

以色列的榮耀，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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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