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阿拉伯基督徒見證 

 

我的名字叫拉米．達巴斯（Rami Dabbas）。 

 

 
圖片來源：Nati Shohat / Flash90 

 

2021.9.23  猶太曆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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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1989年出生在現在哈薩克首府的阿斯塔納（Astana），

父親是世俗化阿拉伯穆斯林，母親是俄羅斯人。在我三歲那

一年，我們搬到約旦。我生長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 

 

時間快轉到 2010 年，我大三那一年，為了取得土木工程學

位，修習了測量學和空間資訊學。同時，因為恐怖主義在世

界各地蔓延開來，因此我產生強烈的反伊斯蘭情緒，當時我

只有 20 歲。於是我開始加入在西方和歐洲有成千上萬追隨

者的反伊斯蘭化（Anti-Islamization） 團體。不久後，我認為

自己已經完全世俗化，趨近於無神論。我仍然懷疑上帝的存

在，但那時我相信在伊斯蘭教找不到上帝。如果這些人敢誠

實閱讀伊斯蘭真正的歷史，以及這個宗教是如何遍及全世界，

就會發現當中是一連串的暴力、煽動、侵略行為、戰爭罪、

奴役、種族滅絕和戀童癖。 

 

因此我嘗試在其他宗教找答案。安曼有一間佛教禪修中心，

但我去那裡也找不到平安。就在這段尋找人生答案的期間，

我開始對自己的阿拉伯同胞產生恐懼感。我還跟猶太宗教中

心取得聯繫，甚至參加一系列的卡巴拉（Kabala，猶太神秘主

義）線上課程。卻在一天晚上，我夢見耶穌出現在我夢裡。

當我考慮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那幾天，2011年夏天，我開始在

網路上找教會，最後聯繫到其中幾間教會。這激起我的好奇

心，最後去拜訪一間安曼的國際教會，在那裏有幸遇見一名

美國牧師。於是我做了決志禱告並在當晚接受耶穌，不到一

年內，我就受洗並開始研讀聖經和基督教神學。 

 



 

在我小的時候，我對以巴衝突抱持中立的態度。但當我接受

耶穌並開始讀聖經，這才發現阿拉伯媒體都在謊言。以色列

國早已存在 3,000 多年，而且領土不只限於目前的以色列境

內，還遍及現在的約旦、敘利亞、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

部分地區。 

 

成為基督徒後，我才認識到耶穌是猶太人，他是另一位猶太

人大衛王的後裔。阿拉伯穆斯林才是侵略者和占領者。我現

在相信猶太人依然是上帝的選民。對於那些不信的人，尤其

是無神論者，我總告訴他們不只要訪查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

紀念碑，還有在許多阿拉伯國家的紀念碑。當我瞭解以阿衝

突的真相後，就開始與以色列人接觸，發現他們都非常好相

處而且友善；相形之下，我自己的同胞經常是粗魯又咄咄逼

人。我還發現以色列是中東唯一實現真正自由的國家，尤其

對基督徒來說。因為除了猶太國家之外，中東地區每個地方

的基督徒人數都在減少，只有以色列的基督徒人口仍持續增

長。 

 

如今，要在阿拉伯世界支持以色列並不容易，尤其是在伊斯

蘭教主導的地區。這樣的表態會讓人淪為許多陰謀論、仇恨、

煽動甚至歧視的目標，而且你得願意被稱為叛徒。 

 

但我不是孤單一人，因為我知道在約旦有許多以色列的支持

者，但要視個人情況、接觸的人和成長環境而定。許多人為

了自身安全選擇保持沉默，有些人則選擇勇敢發聲。我認識

的人中還有和以色列人共同創業，這些人甚至認識以色列的

社運人士和政治人物。 



 

當然，如果這麼做，你很快就會收到激進伊斯蘭恐怖份子發

出的追殺令。因此要有智慧，而且要知道限度在哪裡。 

 

編按：拉米．達巴斯是約旦學者和社運人士，他為《以色列

今日報》（Israel Today） 定期撰寫專欄文章，探討中東地區

基督徒的現狀以及他們對以色列的看法。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1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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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19:23-25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

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

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

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感謝主！看到愈來愈多的阿拉伯人因信耶穌和瞭解了聖經，

而轉變對以色列的看法和態度，我們禱告三國一律的應許必

要在神的時刻實現。也在此紀念 Afeef 牧師建立的「阿拉伯

人向阿拉伯人傳福音」的門訓機構能蒙福多結果子，並且在

財務上豐盛有餘！ 

  



 

改信基督的阿拉伯人逃往黎巴嫩 

 

香柏樹之國 （Cedar Nation） 已成為從伊斯蘭改信基督者逃

離穆斯林迫害的中繼站。 

 

 
示意圖：一名中東基督徒為得釋放禱告。（圖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馬提（Matti，接受基督後的新名字）終於收拾行囊，離開他

在巴格達的住處，還來不及和所愛的人道別，因為要說道別

的人太多了。他去到黎巴嫩，因為他知道至少在黎巴嫩，不

會因為決志接受基督信仰而遭到殺害。在他自己的國家，他

要不是成為伊朗支持民兵鎖定的目標，就會因為叛教行為，

而遭到伊拉克政府的監禁。 

 

現年 35歲的馬提是在 2017年改信基督教。 



 

經由一名伊拉克牧師的介紹，他認識了黎巴嫩艾因扎爾塔 

（Ain Zhalta） 教會的牧師阿瑪爾．薩德 （Amal Saad），並

在之後接受他的洗禮。因為遭到死亡威脅，因此馬提逃離伊

拉克，以尋求西方國家庇護的難民身分來到黎巴嫩。聯合國

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要他提交一封信，陳述自己改信基督的理由。許

多人為了拿到前往歐洲或其他西方國家的離境簽證，因此假

借自己改信基督教；卻因為這樣，日後遭受迫害。因此他們

需要瞭解馬提改變信仰是真心誠意。 

 

因此，他提交遭受迫害的文件和他的受洗證明，以及他在伊

拉克曾受到嚴重心理壓力的就醫紀錄。因此，聯合國指派一

名精神科醫生，協助他度過這段過程。經過聯合國的重新安

置，馬提現在住在加拿大。 

 

改信基督者的大使館 

 

許多阿拉伯人改信基督教後在本國遭受逼迫，因此來到黎巴

嫩，作為他們暫時的安全棲身之所，同時尋求西方國家的庇

護。在黎巴嫩時，他們會前往「改信基督者的大使館」 

（Embassy of Christian Converts），作為這些改信基督徒與世

界各地教會的聯繫，協助他們從伊斯蘭教轉換為基督教。根

據薩德牧師的說法，這些人為數不少。每年有許多來自阿拉

伯世界的人改信基督教。當他們來找薩德牧師時，他會為他

們施洗，並協助他們適應新生活的各種狀況。 

 



 

薩德牧師對《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 表示：「從伊

斯蘭改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通常不只要面對社會上的逼迫，

更要面對自己家人的逼迫。」 

 

對穆罕默德．拉胡瑪 （Mohamed Rahouma） 來說，這個決

定甚至更為困難。他原本是埃及艾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伊斯蘭世界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阿拉伯與伊斯

蘭研究學院的教授，卻成了基督教宣教士和「穆斯林背景信

徒」（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s） 教會的創辦人。他對《以

色列今日報》表示：「當我開始對基督信仰堅信不疑後，伊

斯蘭主義者就對我發出伊斯蘭教令 （Fatwa），要讓謀殺我

的理由合法化，他們也威脅要綁架我的孩子。我去美國出差，

回到埃及後，就發現大家都知道我有新的基督信仰。」 

 

拉胡瑪補充道：「我是在 2009年正式改信基督教，並在開始

宣教前，在埃及東正教會受洗。」2011年，他在加拿大為其

他改信基督教者建立教會。他表示，他每週要帶領加州教會

的改信教者聚會，希望能夠幫助這些人，因為他們除了要面

對肢體暴力，還經常遭受家庭成員詆毀名譽，「將他們形容

為精神病患」。 

 

薩德牧師表示，他也協調當中事宜，並獲得美國「殉道者之

聲」（Voice of the Martyrs） 以及中東與北非「為受逼迫基

督徒提供協助」（Help the Persecuted Christians） 等基督教

團體的支持。資助黎巴嫩這些改信基督教難民，提供他們基

本需要，但前提是他們必須委身定期參加禱告會，並表現出

他們是基於真心相信才改信基督。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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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5:10-12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

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

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

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馬可福音 10:29-31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人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

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

就是房屋、弟兄、姊妹、母親、兒女、田地，並且要受逼迫，

在來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

將要在前。」 

 

讓我們為這些MBB（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禱告，求主革外

的恩典、慈愛和憐憫臨到！使我們這些同樣在主裡蒙救贖的

MBB弟兄姐妹，能在各樣的需要和幫助上一無所缺，並且充

充足足地領受主的保護、祝福、應許、啟示和供應，成為這

世代的神大大使用的見証器皿！ 

  



 

對耶穌、彌賽亞信徒和基督徒妻子

的看法改變 

 

不論好與壞，這是一個關於在以色列的彌賽亞猶太人經歷事

情如何改變的個人故事。 

 

 
所有回到以色列的彌賽亞猶太人都有他們在內政部遭遇困難的故事。

（照片：Flash90） 

 

編者註：以下故事是真實發生的，只有人名及作者的姓名已

更改或省略，為保護當事者的家人。 

 

當爺爺奶奶在 1950 年代回到以色列時，他們帶著他們的兒

子乘船從之前的國家來到海法港（Port of Haifa）。 



 

在那個年代，移民局（Ministry of Immigration）是個狹小的辦

公室，在他們的護照被蓋章的港口附近，他們在那裡被登記

為以色列公民。 

 

他們和其他猶太移民擠在一輛又熱又擁擠的公車上，前往基

布茲（kibbutz，註：以色列集體農場），將在那裡度過接下

來的日子。他們是信耶穌的猶太人，當時政府官員和以色列

的百姓都非常高興猶太人想回來住在以色列，以至於沒有人

質疑來自著名猶太城市的人是否真的是猶太人（他們是）。 

 

一個夏天，我遇見一位基督徒女孩，她來我們的基布茲當志

工。我們相戀並在海外結婚，儘管在以色列境外進行的公證

婚姻得到官方的認可，但因為以色列正統猶太教宗教法庭

（Orthodox Jewish Courts）拒絕為猶太人與非猶太人證婚，

搭乘幾天的飛機後，我的妻子帶著我們的結婚證書到耶路撒

冷內政部依法登記成為以色列公民。 

 

低頭看著辦事員遞給她的希伯來文表格，她無法理解所有的

問題，所以留著空白的問題並將表格遞回去。在那個年代，

幾乎沒有人會說英文。她看著官員填寫她原先沒有填寫的問

題，也沒問她任何問題，她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登記為猶太

人，並帶著她的以色列公民身份和臨時的色列身份證離開辦

公室。 

 

到了我們的兒子得去內政部的時候，時代已經變了。像在以

色列的許多彌賽亞猶太人一樣，他也娶了一個非猶太人的女

孩。 



 

到現在為止，彌賽亞猶太會眾已遍布全國，正統猶太教反彌

賽亞信徒的團體變成了線人，去警告當時擔任內政部負責彌

賽亞信徒的移民官員拉比。 

 

當我們兒子的妻子帶著他們的結婚證書去登記成為以色列

公民時，內政部想知道我們的兒子和他的妻子是否是猶太人

（他太太不是）以及他們是否相信耶穌（她是）。 

 

這對夫妻來回與內政部官員約時間和會面，近三年內幾乎沒

有任何進展，每次都只被告知申請「正在進行中」。在他們

最近一次的會面上，一位年輕的辦事員問他們為什麼要花這

麼長時間才能獲得他妻子的公民身份，我兒子說：「我是彌

賽亞信徒。」辦事員明白的點點頭。「是的，沙斯（Shas，當

時管理內政部的正統猶太教政黨）多年來一直給我們帶來很

多麻煩，」他告訴她。「我知道。」辦事員揚起她的眉毛說：

「希望新政府能改善這種狀況。」與此同時，這對夫婦仍在

等待另一次預約，好將他的妻子登記為以色列公民。她決定

進行改信猶太教的程序，因為將他們的孩子當作猶太人撫養

對他們來說很重要。 

 

同時，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我的孫子，已經在以色列出生。

當他長大並決定娶一個非猶太人的女孩時（在現今的以色列

彌賽亞信徒中仍然很流行），他們會告訴內政部辦事員：「您

好，我們是彌賽亞耶穌的信徒。我們熱愛這個國家，並希望

繼續作為以色列的正式公民為我們的人民服務。 



 

這是來自我們時常祈禱的猶太會堂拉比的建議，他證實我們

過著猶太傳統的生活方式。他希望以色列能接納這對美麗的

年輕夫婦成為我們支派的成員。」 

 

在以色列，人們對耶穌和彌賽亞信徒的猶太人的態度正在改

變，所以我擁有著希望。 

 

文章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1/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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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5:7 

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

與神。 

 

以弗所書 2:14 

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禱告 

求神使以色列傳統宗教人士能悔改轉變接納彌賽亞信徒，因

著同為兄弟而彼此相愛。求神破除以色列宗教的靈和紛爭的

靈的轄制，願一切的分裂從猶太百姓中除去，為耶穌彌賽亞

的再來預備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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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