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能夠攔阻基督徒傳福音嗎？ 

 

當納坦雅胡面對不斷增長的福音佈道工作時會發生什麼事？

彌賽亞猶太信徒又該如何找到自己的定位？ 

 

 
（照片來源：Doron Horowitz/FLASH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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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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徒帶領猶太人歸向基督的人數在過去幾年大幅增長。這

樣的結果就是最近一名基督教宣教士在以色列被逮捕。 

 

以色列會如何看待基督徒紛紛從世界各地來到以色列，要為

猶太人帶來「救恩」？讓我們一起來深入了解以色列的政治、

政策和主事者，以及基督徒對猶太人的宣教工作。 

 

過往歷史 

 

要瞭解以色列最近對抵擋基督教福音佈道者所做的努力，就

必須瞭解猶太國的近代宣教史。早在西元 1821年，在立陶宛

維爾納（Vilna）天才人物薩爾曼（Elijah Zalman）的帶領下，

美國宣教士來到這塊土地，對來自立陶宛的猶太移民傳福音。

其他來自德國、芬蘭、俄國和英國的宣教士也隨之而來，他

們都希望在掙扎求生的移民中找到願意改信基督教的猶太

人。 

 

這些早期基督教宣教士有來自天主教和新教的傳統，他們都

成功讓許多當地的阿拉伯人改信不同的基督教宗派。不過，

猶太人卻逃之夭夭。 

 

這些基督教宣教士不會因為猶太人的抵擋而嚇跑，他們在以

色列各地建造教會、修道院、醫院、學校、工廠和出版社。

他們提供當地猶太人和阿拉伯人教育機會、工作，還提供他

們食物、衣物、金錢和其他誘因等實際援助，「宣教問題」

很快成為貧困猶太人返鄉開發新屯墾區時要面對的主要問

題。 



 

 

 
如今稱為聖公會學校（Anglican School）的所在地，原先是一間醫院，

是基督教宣教士在耶路撒冷設立的幾家醫院之一。 

 

以色列能夠攔阻基督徒傳福音嗎？ 

 

在以色列建國之初，這些創國元老就爭論要如何限制基督教

宣教士的積極作為，防止他們利用這些貧困的猶太人。但限

制基督教的宣教工作無疑會讓現代民主國家誤解，在這些民

主國家，宗教自由被視為基本道德權。以色列為了保障宗教

自由，絕對不會限縮這些宣教活動，也不會立法限制以色列

的基督教宣教活動。 

 

許多以色列政府官員，無論是世俗派或宗教派，都希望持續

推動立法來限縮宣教活動。他們辯稱：「以色列立國的本意

是為了保護猶太人民和猶太價值觀，但這些宣教活動與這些

目的背道而馳。」此外，他們也指出，幾個世紀以來，猶太



 

人一直遭受基督徒的迫害，因此應該限縮基督徒「在以色列

的宣教活動」。 

 

1977年之前，以色列外交部不讓猶太機構採取行動，禁止國

外宣教士，是因為他們擔心，這會讓以色列看來像是不尊重

宗教自由的基本權利。 

 

根據以色列宗教事務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Affairs）的說法，

雖然幾個基督教機構持續付出極大努力，包括運用經濟上的

誘因，希望讓猶太人歸向基督，「但猶太人中改信基督教的

人卻是寥寥可數。」 

 

由於猶太人不願相信教會傳講的基督，因此不需要限制以色

列的宣教活動。數百年來，基督徒蓋學校、醫院和教會，投

入數百萬美元，就是希望說服猶太人相信，耶穌就是那位應

許的彌賽亞。雖然基督徒投入這麼多努力，但只有極少數猶

太人願意相信基督。 

 
雖然基督教宣教工作在讓猶太人改變信仰的事上沒有太多果效。但以



 

色列國會還是認為，這些宣教活動會為以色列國的未來帶來嚴重威脅。 

 

麻煩開始出現 

 

在 1960 年代，許多阿拉伯裔和猶太裔以色列人會讓他們的

孩子就讀天主教和新教學校。因為對他們來說，這些學校似

乎比以色列希伯來文學校更能提供良好的課程。猶太家長不

擔心他們的孩子因此改信基督教，他們對自己的世俗派猶太

裔以色列人身分很有信心。 

 

不過，無論是世俗派和宗教派以色列政府官員，都對基督教

的成長趨勢表示憂心。因此他們在 1968年通過首部《反宣教

法》（Anti-Missionary Law），當中指出「未經家長同意，任

何人不得向（18歲以下）未成年人談論改變宗教信仰」。雖

然該法內容並未提到基督教，但從立法通過時相關的事項討

論記錄中，還是可以明顯看出，官員們對此的關切，並希望

「保護以色列孩童不受基督教宣教工作的影響」。 

 

 



 

在以色列建國初期，不論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都認為，歐洲人開辦

的基督教學校更能為他們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很少人會擔心孩子

回家後就變成基督徒。 

 

接著是彌賽亞猶太信徒的出現 

 

彌賽亞猶太信徒為猶太國帶來全新挑戰。1970年代，許多年

輕猶太人開始相信耶穌就是彌賽亞；但他們拒絕接受傳統的

基督教信仰或加入基督教會。這些猶太基督徒後來被稱為

「彌賽亞猶太信徒」（Messianic Jews），他們公開表示耶穌

（Yeshua）就是猶太人的彌賽亞，同時又持續保有猶太身分

的各面向。這種新運動的成功，結合了猶太教元素，再加上

猶太人的彌賽亞信仰；因此這種全新做法非常有效，能夠贏

得猶太人，讓他們願意相信耶穌。 

 

  



 

不論是宗教派和世俗派的以色列政府部會首長，都希望阻止

更多猶太人歸向耶穌，但以色列無法透過強制立法來禁止猶

太人相信耶穌。以色列的《獨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保障個人「只要不出於脅迫，皆享有宗教自

由和改變信仰自由。」此外，以色列的國家政策表示：「只

要合乎法律規定，以色列政府不會干涉宗教教育或任何宗教

的佈道行為」。 

 

 
彌賽亞猶太信徒為以色列國帶來獨特挑戰。（示意圖） 

 

進入反宣教團體 

 

以色列作為民主國家和基督徒的重要觀光勝地，不會任意禁

止基督教宣教團體來到以色列。不過，彌賽亞猶太信徒很容

易成為下手目標。 

 

200 年多年來，基督教宣教團體來到以色列，希望讓猶太人

歸向基督，卻成效不佳。 



 

當彌賽亞猶太信徒運動在 1970 年代風起雲湧，並在以色列

各地成立彌賽亞信徒聚會，猶太人才開始相信耶穌，這時人

們就開始緊張。 

 

為了設法限制猶太人信耶穌的人數增長，以色列右派政黨聯

合黨（Likud，目前是納坦雅胡出任黨魁）在 1977 年首次贏

得大選後才六個月，他們就做出妥協。由比金（Menachem 

Begin）領導的以色列政府通過以色列的《宣教法》（Missionary 

law），規定拘禁和/或罰緩等罰則，並確立： 

 

1.不可提供物質利益，誘使他人改變其宗教信仰。 

2.未經家長同意，任何人不得向（18歲以下）未成年人談論

改變宗教信仰。 

 

不過，這些立法並未發揮功用，也無力阻止大家所熟知的「彌

賽亞猶太信徒運動」（Messianic Jewish Movement）。1990年

代，愈來愈多猶太裔以色列人開始相信耶穌；人數增長到一

個地步，甚至極端正統派國會議員賈福尼 （Moshe Gafni）也

開始採取行動。為了懲罰這些彌賽亞猶太信徒，並阻止猶太

人歸向基督運動，希望制定更嚴格的強制性法律；但這項立

法並未通過。 

 



 

 
直到今日，賈福尼依然指責彌賽亞猶太信徒帶來的「威脅」。 

 

在此同時，反宣教團體已成功將兩起案件提交最高法院，希

望阻止彌賽亞猶太信徒以猶太人身分移民以色列。最高法院

法官裁定：「這些猶太基督徒想要移民以色列。但因為他們

已經改變宗教信仰，根據《回歸法》（Law of Return）的規定，

他們就不能夠移民以色列。」 

 

這些世俗派和自由派法官在解釋中提到，根據世俗派和宗教

派猶太人的歷史、傳統和普遍看法認為：「相信耶穌就是相

信其他宗教」。猶太人在相信耶穌後，還能保有猶太身分，

大多數猶太人還是不太能接受這個想法。 

 

如此一來，以色列政府內的正統派猶太教政黨就可以利用最

高法院的名義，騷擾並限制不斷增加的彌賽亞猶太信徒，禁

止他們從事宣教活動；同時維護以色列所謂的「宗教自由」

（Freedom of Religion）原則。 

 



 

 
最高法院雖然致力於自由派想法，卻成為極端保守派與極端正統派的

打手。 

 

基督徒對以色列的宣教工作：最終章 

 

為了回應賈福尼的威脅，以色列的彌賽亞信徒社區成立彌賽

亞猶太信徒與基督徒聯盟，稱作「彌賽亞行動委員會」

（Messianic Action Committee，MAC）。這個團體舉辦過大眾

媒體活動，呼籲以「刻意、持續且極力施壓」（Deliberate, 

Continuous and Intense Pressure），來對以色列立法者、國會

議員、政治人物和其他對以色列友好人士，好阻止任何不民

主、反宣教立法的進一步行動。 

 

國際基督教組織也加入彌賽亞信徒的行列，捍衛對以色列猶

太人傳福音的權利。包括「猶太人歸主協會」（Jews for Jesus）

等美國福音派團體向美國國務院投訴，指出以色列新的反宣

教法與美國國會最近通過的「國際宗教自由法」（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s Act）正好背道而馳。 



 

接著，以色列前總理納坦雅胡在國會一讀時，出乎意料地投

票支持新的反宣教/彌賽亞信徒法案。為此福音派人士掀起一

場風暴，指責納坦雅胡違背承諾，保證以色列會保障基督徒

在這塊土地上的權益。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赫姆斯

（Jesse Helms）與以色列長期關係友好，他對納坦雅胡支持

反宣教法案表示憤怒。赫姆斯清楚向以色列總理表明，反福

音立法一旦通過，以色列就會面臨被美國貿易制裁的威脅。 

 

反誹謗聯盟（Anti Defamation League，ADL）這個備受推崇的

猶太組織雖然堅決反對基督教宣教活動，卻向納坦雅胡施壓，

要求否決該項法案。有些人視這項舉動為上帝神聖的介入，

該組織堅決認為：「雖然我們對於讓猶太人改變信仰的做法

表示關切，但我們也擔憂這種反宣教法會對以色列境內所有

少數民族權益造成影響。」 

 

 
納坦雅胡或許是基督徒之友，但他也會是福音之友嗎？是否有可能他

只想維持其中一項，但無意維持另一項？ 

 



 

納坦雅胡對基督教或彌賽亞信徒的宣教工作不感興趣，可能

會讓福音派人士感到訝異。當多數聯合內閣要求通過法案，

禁止在以色列傳福音時，他竟欣然簽署這項法案。從某些方

面來看，他別無選擇。拒絕通過該項法案，會導致聯合內閣

瓦解，並失去他的總理寶座。當納坦雅胡在政治上進退兩難，

面對排山倒海的國際壓力讓他無法忽視，於是否決了反宣教

法案，又再次讓所有人措手不及。 

 

在私下會談中，以色列總理單方面說服以色列的主要基督教

機構，要他們保證不對猶太人傳福音，這在基督教 2,000 年

歷史中可是前所未有的創舉。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in Jerusalem，ICEJ）、和平

之橋（Bridges for Peace）和其他基督教團體都簽署、蓋章，

並將他們自己的反宣教保證送交以色列總理辦公桌上。代替

了以色列國會的反宣教法，因此以色列政府也撤回現在已無

存在必要的法案。 

 

同時，雖然以色列的彌賽亞猶太信徒仍然持續傳福音，教導

耶穌就是猶太人的彌賽亞，但成效有限。當這項運動持續發

展，反對派的動作也隨之而來，其中包括持續逼迫，還有以

色列政府嘗試透過立法阻礙他們活動。 

 

彌賽亞信徒出於對耶穌的信心，如果不繼續在家中和會眾中

慶祝猶太人的傳統美德，就會持續被外邦的基督教世界同化，

持續成為以色列那陌生又讓人難以認出的彌賽亞見證人。 

 



 

本文最初是在 2021 年 8 月刊登於《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 

 

我要特別向希伯來大學法學院博士生庫根 （Dimitri Kugen） 

致謝，他在「以色列以及基督徒對猶太人的宣教工作」（Israel 

and the Christian mission to the Jews）一文中提供一些背景資

料的協助。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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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5 

我是大有憂愁，心裏時常傷痛；為我弟兄，我骨肉之親，就

是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我也願意。他們是以色列人；

那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

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

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阿們！ 

 

羅馬書 10:1-4 

弟兄們，我心裏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識；因為不

知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律法的總

結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義。 

 



 

羅馬書 11:11-12、25-29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嗎？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

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若他們的過

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何況他們的

豐滿呢？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

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

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就着福音說，他們為你們

的緣故是仇敵；就着揀選說，他們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

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讓我們堅信主的應許與恩賜選召是沒有後悔的！雖然以色

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但外邦人數添滿了，以色列全家都要

得救信耶穌！我們也奉主名祝福基督徒機構的慈惠工作，能

代表我們繼續在以色列幫助猶太人、支持彌賽亞信徒傳福音，

並以耶穌基督的愛感動這些傳統宗教人士！ 

  



 

耶路撒冷發現 

基列香膏以及聖殿焚香的寶石 

 

一顆精緻的寶石揭開了更多聖經中的奧秘，這也讓人回憶起

所羅門王以及克麗奧佩脫拉的美麗以及甜美的香氣。 

 

 
照片來源：來自大衛城的以利亞胡．亞那伊（Eliyahu Yanai） 

 

大衛城以北的耶路撒冷埃梅克祖里姆國家公園在進行挖掘

時，志工們在挖土時發現了一顆具有兩千年歷史的紫水晶寶

石，這顆寶石被用來做成戒指以及印章，上面刻有最早描繪

第二聖殿中用於熏香的植物。 

 

寶石上描繪的植物出現在聖經中，被稱為「柿子

（persimmon）」、「香水」、「香脂」以及「基列香膏」。 

 



 

代表以色列古物管理局和大衛城進行挖掘工作的考古學家

埃利．舒克倫表示，「這是很重要的發現，因為這可能是全

世界第一次發現印有珍貴且著名植物的印章，其實直到現在

我們都只能在歷史的描述中讀到。」 

 

以色列古物管理局表示，在第二聖殿時期，這種植物的果實

常被用作於生產聖殿薰香、香水和其他香脂以及藥物的原料。 

 

研究人員表示，克麗奧佩脫拉使用了同樣的基列香膏來製作

香水。一些專家指出，這很可能是希伯來人的聖經中列王紀

上 10章 10節裡面記錄示巴女王送給所羅門王的植物。 

 

 
照片來源：來自大衛城的以利亞胡．亞那伊（Eliyahu Yanai）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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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1:37 

因為，出於神的話，沒有一句不帶能力的。 

 

列王紀上 8:24 

向你僕人－我父大衛所應許的話現在應驗了。你親口應許，

親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樣。 

 

感謝主！常常在聖地及耶路撒冷挖掘出的古蹟，都見證了聖

經的真實性和神話語的應驗！ 

  



 

摩西最喜愛的詞 

讓我們一起學習聖經希伯來語 

 

 

 

活在當下 

 

「今天」這個詞在申命記中出現了 59次—遠遠多於聖經其他

書卷。在某些情況下，摩西使用「今天」來表示「在我們這

個時代」，但大多數情況下，「今天」用來表示「此時此刻」。

摩西所說的「今天」的希伯來文原文是 ha-yom (ַהּיֹום)，字面

意思是「那一天」。摩西重複這個詞是為了讓人們平靜下來：

一天一天安然度過吧，一天的難處一天担吧。 

 

抓住此時此刻 

 

摩西知道這一次的談話是最後的機會，勸服百姓謹守遵行神

的誡命。 



 

經過四十年曠野的磨礪，他不想將注意力放在過去的罪孽上。

摩西知道即將到來的迦南征戰，將充滿困難考驗，他更不想

專注於對未來的恐懼。他希望百姓只關注此時此地。 

 

從今天開始研讀希伯來語 

 

這是加強我們與上帝關係的重要一課。研究所有的聖經經文

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但如果聚焦於今天、從現在開始，焦慮

就消失融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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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4:39-40 

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記在心上，天上地下惟有耶和華

他是神，除他以外，再無別神。我今日將他的律例誡命曉諭

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孫可以得福，並使你的日子在

耶和華─你神所賜的地上得以長久。 

 

禱告 

為蒙神所愛的猶太人禱告，耶穌基督已成全了所有的律法和

誡命，求主開啟長兄屬靈的眼睛，能承認耶穌是彌賽亞。 

  



 

艾維斯．普里斯萊是猶太人？ 

 

是的，搖滾之王有猶太血統。 

 
週二（6/22）來自世界各地的艾維斯．亞倫．普里斯萊（Elvis Presley）

歌迷在他位於孟菲斯的家外，舉行燭光守夜活動，以紀念這位逝世 40

週年歌手。普里斯萊的女兒麗莎．瑪麗．普里斯萊參加了守夜活動，

並為聚集在格雷斯蘭莊園的歌迷點燃蠟燭，向搖滾之王致敬。 

 

田納西州孟菲斯（JTA）──在 20,000 平方英尺的倉庫中的大

板條箱一直未開封並放置了 40 多年，隱藏了關於美國偶像

的鮮為人知的事實。 

 

裡面是艾維斯．普里斯萊的母親葛萊蒂絲的墓碑，自 1977年

以來，它與其他 150 萬件物品一起存放在雅園（Graceland）

檔案館裡。 



 

在這個久未露面的左上角標誌──由貓王自己設計──一個大

衛之星。 

 

是的，搖滾之王有猶太血統。 

 

這塊墓碑僅 2018 年才從倉庫中取出，現在陳列在孟菲斯的

龐大建築群中，貓王從 1957年一直住在這裡，直到 20年後

他 42歲英年早逝。它坐落在雅園的沈思園中，距離貓王自己

的墳墓只有幾英尺。 

 

貓王的猶太遺傳故事長期以來一直流傳，但當談到像普里斯

萊這樣的傳奇人物時──他的死在某時候甚至不被認為是既

定的事實──將事實與虛構區分開來並不容易。隨著墓碑現在

公開展示，並附有「葛萊蒂絲的猶太遺傳」的標語，任何揮

之不去的疑慮終於都可以消除了。 

 

「它存在著很多謎團。」雅園檔案館副總裁安吉·馬爾克澤說，

她提出在葛萊蒂絲逝世 60 週年之際，揭開葛萊蒂絲墓碑的

想法，是為了打消人們對她的疑慮。貓王的猶太血統。「大

衛之星就在上面，這已回答了許多的問題。」 

 

馬爾克澤說艾維斯的曾曾祖母是一位名叫南茜．伯丁（Nancy 

Burdine）的猶太婦女。人們對伯丁知之甚少，但據信她的家

人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從現在的立陶宛移民至美國的。據

Ancestry.com 報導，伯丁於 1826 年出生於密西西比州，於

1887年去世。 

 



 

伯丁的曾孫女是葛萊蒂絲．洛夫．史密斯（Gladys Love Smith），

她於 1933年與弗農．普里斯萊（Vernon Presley）結婚。兩年

後，葛萊蒂絲在密西西比州的圖珀洛生下了貓王。貓王 13歲

時，全家搬到了孟菲斯。 

 

普里斯萊一家曾經住在孟菲斯希伯來學院第一任校長拉比

阿爾弗雷德．弗魯赫特（Alfred Fruchter）家正下方的公寓裡。

拉比的兒子哈羅德現在住在馬里蘭州，他說貓王是弗魯赫特

家的「不守安息日裡的異教徒」，彷彿一個非猶太人，專為

守安息日的猶太人做家務，而這通常在猶太安息日是被禁止

的。弗魯赫特說，他的父母從沒表態過貓王有猶太血統。 

 

「如果他們有，他們就不會讓他成為一名不守安息日的異教

徒。」弗魯赫特說。 

 

貓王與他的母親特別親近，後者於 1958年因心力衰竭去世，

享年 46歲。最初，貓王將她安葬在孟菲斯的一個公墓。她的

墓碑上有一個十字架。 

 

但馬爾克澤說，六年後，貓王用他設計的墓碑取代了原先的

墓碑。一側標記大衛之星，另一側是十字架，中間刻有「我

們家的陽光」字樣。 

 

是什麼促使貓王在他母親的墓碑上刻上大衛之星？馬爾克

澤並不確定，甚至當艾維斯得知他母親的猶太血統時也不明

白。但她說：「當艾維斯尋求答案時，猶太信仰給了他安慰」，

以幫助他應對她的去世。 



 

在有人試圖從孟菲斯公墓偷走貓王的屍體後，弗農．普里斯

萊出於安全考量，將他兒子和妻子的遺體搬到了雅園。葛萊

蒂絲帶有大衛之星的墓碑已入庫。它一直存在，直到馬爾凱

斯建議將其公開展示。 

 

「我們認為這是尊重她的猶太血統的好方法。」在雅園工作

了 32年，並且是對普雷斯利家族認識中、最傑出的專家之一

的馬爾克澤說。「我們認為這正是貓王想要的。」 

 

有證據表明，貓王的猶太血統對他來說不僅僅是墓碑上的一

個符號。多年來，他慷慨地捐款給各種猶太組織，包括孟菲

斯猶太社區中心，還有一個因捐款而拿到的感謝匾額，現在

正掛在雅園裡。艾維斯的個人圖書館也藏有些和猶太教及猶

太歷史有關的書籍。 

 

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貓王經常被拍到戴著帶有大衛之星和

希伯來語「chai」（意思是生命）的項鍊。這條項鍊保存在雅

園的一個櫃子裡，旁邊則是這位歌手著名的 1955 年產粉色

凱迪拉克的鑰匙。從來沒有人像貓王一樣微妙，他用 17顆鑽

石設計了他的項鍊。1976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他購

買了這些珠寶。 

 

「他經常開玩笑說，我不想因為技術問題而被排除在天堂之

外。」馬爾克澤說。「所以他會戴大衛之星，一個寫著生命

的項鍊，他也會戴一個十字架。以確保他能上天堂。」 

 



 

儘管有葛萊蒂絲的血統，普里斯萊卻在神召會長大，但隨著

年齡的增長，他開始探索其他宗教，並開始與其身心問題奮

鬥。 

 

「他一直在尋找關於為什麼他作為自己的答案。」馬爾克澤

說。「我認為他通過不同的宗教找到了一些答案。」 

 

有人建議貓王的經紀人不要讓公眾知道他的猶太血統，擔心

這可能會使得一些南方粉絲拋棄他。但馬爾克澤說沒有證據

證明這一點。 

 

「這不是他在迴避的事情。」她說。「他會戴著這些項鍊被

拍照，而且他一生都會向猶太社區中心捐款。」 

 

新聞出處：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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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及禱告方向 

 

腓立比書 1:20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

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 

 

為我們自已禱告，不論我們是什麼族群和職業，不論得時不

得時，都能敬畏神，總叫基督在我們身上顯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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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