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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新冠口服疫苗前進墨西哥 

 

只有約 58%的墨西哥人口曾經施打一劑新冠疫苗，墨西哥

平均每天的新增病例約 4,500例。 

 

 
藥丸（圖片來源：INGIMAGE/ASAP） 

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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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發歐拉瓦克斯（Oravax）新冠口服候選疫苗的歐拉米德製

藥公司（Oramed Pharmaceuticals）宣布，將與墨西哥的國

際基因組實驗室（Genomma Lab Internacional）合作，協助

快速通過臨床二期試驗，並在這個拉丁美洲國家取得緊急

使用授權。 

 

這兩家公司表示，他們已成立股權各持 50/50的合資公司，

包括打算以自家股票在過去 15 天內的平均收盤價，進行

2,000 萬美元的換股交易。除了資源之外，基因組實驗室預

料將在墨西哥展開疫苗的臨床試驗、監管及商業活動。 

 

歐拉米德執行長基德倫 （Nadav Kidron） 表示：「我們的目

標是希望盡快取得緊急使用授權。公司策略是先從開發中

國家開始，我們相信有機會在這些國家取得相對快速的上

市許可，而墨西哥會是其中一個理想的國家。」 

 

基德倫表示，歐拉瓦克斯（Oravax）會為基因組實驗室提供

口服疫苗。同時這家公司已聘請人員，將在明年初某個時

間點協助進行二期試驗。他們還會與政府單位合作，並為

取得監管單位許可所需的費用籌措資金。 

 

只有約 58%的墨西哥人口至少接種過一劑新冠疫苗。這個

國家平均每天的新增病例約 4,500例。 



 

 
墨西哥國旗（圖片來源：INGIMAGE） 

 

基因組實驗室主席赫雷拉（Rodrigo Herrera）表示：「我們

很高興能夠與歐拉米德進行策略聯盟，將歐拉瓦克斯新一

代的口服候選疫苗與加強劑引進墨西哥。一旦完成疫苗開

發並獲得政府授權，就可能推廣到整個拉美地區，以保護

各國人口不受新冠病毒威脅。根據目前與政府單位的初步

討論結果，我們已經展開口服疫苗二期試驗的準備工作，

就等南非成功完成二期試驗。」 

 

歐拉瓦克斯口服疫苗是根據歐拉米德的「POD」口服給藥技

術與印度公司普雷瑪斯（Premas）的疫苗技術開發而成。

一般是採用注射方式投藥，而歐拉米德的技術可用於多種

以蛋白質為基礎的口服治療方法。普雷瑪斯從今年三月開

始就著手開發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 

 

歐拉米德是採用耶路撒冷哈達薩大學醫學中心（Hadassa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開發的技術所成立的公司。  



 

基德倫表示，這種候選疫苗是針對新型冠狀病毒上的三種

結構性蛋白（Structural Protein），而不是目前默德納和輝

瑞疫苗鎖定的單一棘狀蛋白（Spike Protein）。他提到：

「這種疫苗應該更能對抗新冠變種病毒，即使病毒穿透第

一線，還有第二線，如果穿透第二線，還有第三線。」 

 

這種口服疫苗一經核准，就可單獨使用，或是讓先前已接

種過疫苗的個人當成加強劑使用。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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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 6:23-27 

「你告訴亞倫和他兒子說：你們要這樣為以色列人祝福，

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

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他們

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賜福給他們。」 

 

禱告神不但使用以色列的口服疫苗要祝福墨西哥和列國，

也要透過以色列的列國祭司身份來禱告祝福墨西哥和列國！ 

 

  



 

埃及猶太人的現代版出埃及記 

否認阿拉伯國家中 100 萬名猶太人的悲劇故事，就好比否

認大屠殺事件…… 

 

 
埃及的猶太女孩們參加在亞歷山大市舉行的猶太教成人禮。（照片：

公眾所有）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以色列人出生在埃及」，不過埃及猶

太人國際協會負責人利維娜．扎米爾（Levana Zamir）告訴

《今日以色列》：「我們的先祖雅各帶了 60 個人去到了埃

及，而我們卻有 60 萬人返回。在逾越節上的「哈加達」裡

頭寫道，我們在那地變成了一個國家。神把一個家族轉變

成了一個國家。我們都是雅各的後裔，因此以色列民族誕

生於埃及。」 

 

  



 

猶太人在埃及的簡史 

 

儘管猶太人出了埃及，不過北非國家仍然一直有猶太人的

社區。 

 

利維娜．扎米爾說道：「埃及從來沒有出現過沒有猶太人

社區的情況。猶太社區或小或大，在幾千年來都存在著猶

太人的社區。」 

 

利維娜．扎米爾接著指出，根據約瑟夫斯．弗拉維奧的著

作，在希臘化的時代，曾經有 100 萬名猶太人生活在埃及

的亞歷山大。 

 

利維娜．扎米爾說道：「在希臘人的統治下，宗教信仰很

寬容。埃及的猶太人社區在希臘化時期有很多重要人物。

例如：偉大的哲學家耶迪達．哈亞歷山德羅尼（Yedida Ha-

Alexandroni）。還有希臘人想處死的偉人科恩，所以他藏了

起來，跑到了埃及還蓋了一座與耶路撒冷一樣的大聖殿。

接著是羅馬人的到來，他們改變了律法，猶太人和希臘人

之間變得不再平等。以色列發生了一場大起義，羅馬人殺

害了數千名猶太人。他們簡直就是野蠻人。」 

 

根據利維娜．扎米爾的說法，猶太人在阿拉伯人的統治下

同樣也受了苦，但在埃及的苦難比較少。 

 



 

利維娜．扎米爾說道：「在阿拉伯土地上，猶太人總是只

能當「被保護民」，所以得支付吉茲亞（人頭稅）才能獲

得保護，而且猶太人被迫成為穆斯林，否則得被處死。」 

 

來自埃及的猶太人亞科夫．伊．奇利斯，之前是一位高官。

不過，他失去了國王的寵愛，所以他不得不逃到法蒂瑪王

朝統治的地方。根據扎米爾的說法，他幫助法蒂瑪王朝進

攻埃及，他還幫助法蒂瑪王朝建立了遜尼派伊斯蘭教的中

心——艾茲哈爾大學 

 

埃及猶太社區的另一位傑出人士是邁蒙尼德，他是猶太教

最著名的妥拉學者之一。 

 

利維娜．扎米爾說道：「他從西班牙逃到摩洛哥，但在摩

洛哥人想殺了他之後，他去了埃及。他成為了蘇丹的醫生，

他在以斯拉會堂禱告。邁蒙尼德用猶太阿拉伯語寫作，他

寫了一封信給葉門的猶太人，他認為假裝皈依伊斯蘭教為

了保存性命在信仰是是可容許的。文獻收藏開羅熱尼扎裡

頭包含許多神聖的文件，連埃及猶太人的所有歷史都在這

裡，並且以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書寫，這也顯示出猶太人

相當的埃及化。」 

 

利維娜．扎米爾聲稱埃及的猶太婦女的地位比其他阿拉伯

國家的婦女還要高。 

 



 

 
以斯拉猶太會堂的模型 

 

她說道：「女人結婚嫁妝的錢是屬於她的，而不屬於她在

埃及的猶太丈夫，這帶給埃及猶太婦女一些權力。如果丈

夫不好，這些婦女可以把錢帶走然後離婚。另外，沒有妻

子的許可，男人不能離開埃及。埃及賦予婦女很多權力。

在埃及，婦女們可以工作並且擁有自己的事業。」 

 

歐洲把民族主義引進到了埃及 

 

根據利維娜．扎米爾的說法，埃及豐富的文化，甚至早於

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 

 

 



 

她說道：「埃及貴族不認為自己是阿拉伯人，我們是一個

來自法老的民族。不過政府是土耳其人，因為我們被奧斯

曼帝國統治。而阿拉伯民族主義是從國外引進來的，阿富

汗人將阿拉伯民族主義帶進了埃及。在他之前，埃及屬於

埃及人，而不歸納為阿拉伯人。」 

 

利維娜．扎米爾認為埃及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興起是歐洲人

的錯，她說道：「拿破崙入侵埃及，他毀了在埃及的先知

以利亞猶太會堂，這就是所謂口裡喊著『自由與和平』的

拿破崙。蒙特菲奧里幫助猶太人重建這座會堂，他也救了

遭誹謗血祭的大馬士革猶太人。而穆罕默德．阿里給予每

個人平等權，更驅逐了法國人，宣布自己為埃及總督。 」 

 

根據利維娜．扎米爾的說法，如果穆罕默德．阿里的後裔

繼續統治，猶太人在埃及就不會有問題。不過為了要迫使

埃及償還蘇伊士運河建設的債務，英國人將他的後代趕下

台，並取得了對埃及的控制權。利維娜．扎米爾表示，這

就是導致阿拉伯民族主義者接管埃及的原因，他們更在

1948年將觸手伸向了猶太社區。 

 

她說道：「猶太人建造了埃及，包括了埃及國家銀行在內

的首批銀行，這些銀行都歸猶太人所有。我們來自阿拉伯

國家的猶太人會說很多種語言，我會說義大利語、法語、

英語、阿拉伯語以及希伯來語，我在基督教學校上課，我

們非常融入。」 

 

不過，她卻說這些事情都不太重要。 



 

利維娜．扎米爾說道：「阿拉伯人不希望有猶太國家的出

現，所以他們奪走我父親的事業，更以猶太復國主義者的

罪名把我叔叔關了一年半，同時也有很多的猶太人也被關

了一年半的時間。我才 10 歲的時候，這些人敲了我家的門，

偷走我們很多東西，還抓走我叔叔。他們還企圖賣掉我的

鋼琴，不過有一位阿拉伯朋友介入，所以他們沒有賣成功。

我當時不知道我叔叔被關的事情，是我去學校的時候，我

的老師告訴我的，他們把我叔叔送進了監牢，我當時還以

為他殺人，我只有 10 歲，我哭著對我媽媽說叔叔他做了什

麼，她說，他們抓走他只因為我們是猶太人。」 

 

利維娜．扎米爾說我的母親說：「他因為是猶太人所以被

抓去關，這件事對我造成了創傷。」她繼續說：「我晚上

做了夢了三十年惡夢，我的一個穆斯林朋友到我的家，所

有的阿拉伯人都聽到我對他們說希伯來語，我在夢中想說

法語或阿拉伯語，但我卻說出了希伯來語，我開始害怕我

也會因為我是猶太人而被捕入獄。後來我們等了一年半，

他們才把我叔叔從監牢中放了出來。不過他們直接把他從

監獄送上船，我們被驅逐出境，而且只能帶著一個手提箱

半夜離開。」 

 

利維娜．扎米爾表示，在她母親離開以後，1950 年代後情

況更加惡化。 

 

  



 

利維娜．扎米爾說道：「納賽爾（阿拉伯埃及共和國的第

二任總統）把法國人和英國人趕出了蘇伊士運河，他驅逐

了所有英國、法國和猶太人的公司，英國、法國和以色列

發動了蘇伊士運河戰爭。當我們就快到了開羅，拿下塞德

港，美國人卻通知我們停下來。接著，在那之後六日戰爭

爆發，所有埃及飛機遭到摧毀，飛機在地上支離破碎。因

此埃及人把剩下的猶太人關了起來，每天都在折磨他們。

有三波對猶太人的關押接著是直接驅逐，其中一波是在

1938 年之後，而一波是在 1950 年代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

另一波則是在 1967 年六日戰爭的前後。當時沒有人能去學

校，所有人都進了監獄。當時的西班牙大使館營救了許多

西班牙裔的猶太人，他們聲稱這些猶太人是西班牙公民。

不過仍有些人沒有大使館的庇護，就被關了一年半，這就

是埃及的猶太人遭到種族清洗的故事。」 

 

最後，有 5 萬名埃及猶太人被迫逃往以色列。從利維娜．

扎米爾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現代版的出埃及記，這也幾

乎和古早時期的原版故事一樣充滿戲劇性。 

 

最近幾天，埃及社會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的穆罕默德．阿

布爾加爾博士出版了一本書，名為《埃及的猶太人：啟程

和流散》，而書中則認為埃及的猶太人應該對自己的流散

負起責任。 

 

利維娜．扎米爾說道：「如果去否認了在阿拉伯國家中的

100 萬名猶太人的悲慘故事，就好比否認大屠殺事件，雖然

大屠殺的狀況不太一樣。」 



 

她進一步指出，「阿布爾加爾博士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

對我們來說實在是無言以對，如果我們埃及的猶太人不反

對這樣謊言，又有誰會為我們發聲呢？」 

 

 
埃及的猶太博物館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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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66:10-12 

神啊，你曾試驗我們，熬煉我們，如熬煉銀子一樣。你使

我們進入網羅，把重擔放在我們的身上。你使人坐車軋我

們的頭；我們經過水火，你卻使我們到豐富之地。我要用

燔祭進你的殿， 

 

以賽亞書 60:19-22 

日頭不再作你白晝的光；月亮也不再發光照耀你。耶和華

卻要作你永遠的光；你神要為你的榮耀。你的日頭不再下

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縮；因為耶和華必作你永遠的光。你

悲哀的日子也完畢了。你的居民都成為義人，永遠得地為

業；是我種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榮耀。至小的族

要加增千倍；微弱的國必成為強盛。我－耶和華要按定期

速成這事。 

 

我們要為著主給猶太人的回歸應許持續禱告，各地猶太人

的回歸都是如此的不容易，然而相信祂所說的話必要成就，

絕不徒然返回！ 

  



 

神賜福第七日－第七天的奧秘 

 

 

 

一週 7天？ 

 

猶太教的一週在創世之時，就被確立為 7 天的周期。今天，

我們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但人類應該以 7 天來安排和跟

進時間的想法，並不是被普遍接受的。在一些古代文化中

可以找到六天和十天的周期。此外，在以色列人/猶太人的

一週中，沒給為每一天命名，只是簡單地編號。只有第七

天有幸擁有自己的名字ת בָּ   。安息日—（安息日）שַׁ

 

  



 

發現聖經的奧秘 

 

ת בָּ 這個詞來自創世記，當時上帝在工作六天（Shabbat）שַׁ

後的第七天休息（創世記 2：1-3）。在希伯來語中，

Shabbat 一詞的意思是「休息」。上帝賜福那一天，從那時

起，這一天就一直是神聖的。正如「安息日」在希伯來語

中有更深的含義一樣，從閱讀原始語言的聖經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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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2:1-3 

天地萬物都造齊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就

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賜福給第七日，定

為聖日；因為在這日，神歇了他一切創造的工，就安息了。 

 

馬可福音 2:27-28 

又對他們說：「安息日是為人設立的，人不是為安息日設

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神賜福第七日成為安息日，勞碌作工的人，在安息日，可

以來到主耶穌跟前，歸回安息、重新得力。願主耶穌基督

不但是我們安息日的主，也是我們每一日的主。 

 



 

被土耳其指控間諜活動的 

以色列夫婦獲釋回家 

 

娜塔莉（Natali）和莫迪-奧克寧（Mordi Oaknin）因拍攝土

耳其總統的宮殿而被判入獄，週四被送回以色列。 

 

 
2021 年 11 月 18 日，以色列夫婦娜塔莉．奧克寧（Natali Oaknin）

和丈夫莫迪．奧克寧（Mordi Oaknin）抵達他們位於莫迪因（Modiin）

的家，他們因拍攝土耳其總統的宮殿而被判入獄。（圖片來源：

YOSSI ALONI/FLASH90） 

 

娜塔莉和莫迪．奧克寧感謝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和外交

部長亞伊爾．拉皮德為讓他們獲釋所做的努力，他們因拍

攝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的家而被送入伊

斯坦布爾監獄。 



 

週四飛抵以色列不久，班奈特和拉皮德給奧克寧打電話，

關切他們感覺如何。 

 

「我們被以色列發生的一切所感動，每個人都齊心協力要

救我們出去。」莫迪說。 

 

「我們不會認為你們所做的都是理所當然的......你們和我們

站在一起，我聽說部長和總理每天都與我的家人聯絡……我

們永遠感激不盡。多虧了你們，我們才能堅強下去。」娜

塔莉補充道。 

 

在為期 9 天的磨難中，以色列有些人標示出了娜塔莉．奧

克寧的貼文，就是那些反對班奈特、支持前總理班傑明-納

坦雅胡的社交媒體貼文。 

 

 
2021年 11月 18日，以色列夫婦娜塔莉和莫迪-奧克寧因拍攝土耳其

總統的宮殿而被判入獄。 



 

然而，她告訴班奈特：「有你在政府中，我感到自豪，也

以你為榮。你拯救了我們整個世界。」 

 

班奈特還稱讚娜塔莉的女兒希拉茲-本-哈魯什（Shiraz Ben-

Harush）「展現出不凡的責任感和克制力。」 

 

「希拉茲是一個了不起的女孩，一個 20 歲的女孩領導了整

件事情！」拉皮德說。 

 

「希拉茲，我們可能會招募你加入精英部隊，」班奈特打

趣道，希拉茲回答說：「我會加入。」 

 

奧克寧有一個五歲的自閉症兒子。當有自閉症女兒的拉皮

德，詢問他們的兒子奧菲克的情況時，娜塔莉說，他見到

父母時很高興。本-哈魯什在稍早時候的採訪中曾說，她的

弟弟不知道父母被捕的事情。 

 

班奈特還提醒家人去猶太教堂頌讀 Birkat Hagomel，這是當

人從危險境地中走出來時說的祝福語。 

 

預計總理將於週四與埃爾多安通話，這將是埃爾多安與以

色列總理五年來首次通話。今年早些時候，土耳其總統曾

與艾薩克．赫爾佐格總統通話。 

 

在外交部和總理辦公室以及總統辦公室的共同努力下，這

對夫婦才得以獲釋。 



 

轉折點出現在摩薩德負責人大衛．巴尼亞與土耳其對口官

員交談時，他保證奧克寧一家不是以色列間諜，與土耳其

檢方的指控相反，他們與以色列情報部門沒有任何關係。 

 

以色列駐土耳其臨時代辦伊里特．莉蓮（Irit Lillian）與埃爾

多安的高級顧問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取得了聯

繫，後者最終在週三下午通知她，奧克寧一家將被釋放。 

 

軍事審查員不願公佈細節，奧克寧夫婦在以色列的親屬也

對此事保密，甚至於當未能掌握最新消息的政府官員拜訪

他們時，也是如此。 

 

一位外交人士說，以色列不必為釋放這對夫婦，而向安卡

拉提供任何回報，因為埃爾多安和他的顧問明白，這次的

逮捕是「卡夫卡式」的錯誤（比喻無緣無故地被逮捕，並

且不知道自己的罪名而陷入了一場難纏的審判過程），沒

有理由把他們留在土耳其。 

 

消息人士推測，這一事件使以色列和土耳其官員重新建立

聯繫，可能有助於修復兩國之間的惡劣關係。 

 

奧克寧夫婦是莫迪因的居民，也是埃格德（Egged）巴士的

司機，他們乘坐外交部領事司司長瑞娜 -杰蕾西 -德維爾

（Rina Djerassi-Dvir）和人力資源司司長柴姆-列維（Chaim 

Levi）的專機飛回國，幾天前，這兩位前往土耳其談判釋放

一事。 

 



 

上週，奧克寧夫婦在歐洲最高的塔-卡姆利卡塔（Camlica 

Tower），拍下了埃爾多安的宮殿。一名女服務員聽到他們

的談話，向警方報案，警方逮捕了他們和一名陪同的土耳

其友人。 

 

土耳其警方最初建議將奧克寧夫婦驅逐出境，但檢方試圖

以間諜罪起訴他們。上週五，法庭將他們的還押候審時間

延長了至少 20天，因為檢方正在準備審理案件。 

 

在等待他們抵達本古里安機場時，班奈特和拉皮德與希拉

茲-本-哈魯什和娜塔莉的兄弟伊蘭佩里閒話家常。 

 

總理和外交部長表示，他們「尊榮奧克寧家族在這個複雜

狀況時展現出的力量」，並感謝艾薩克．赫爾佐格總統的

幫助。 

 

「你看？我告訴過你的，我們正在做的，也確實做到的，

你是一個很棒的合作夥伴。這幾天家人的自制力是非常關

鍵。替我給小奧菲克一個擁抱。爸爸媽媽正在回家的路

上。」 班奈特說。 

 

拉皮德取消了前往布達佩斯會見匈牙利的外交部長，繼續

跟進奧克寧案，他告訴希拉茲和伊蘭，他們和他們的家人

真是「了不起」。 

 



 

 
2020 年 6 月 5 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背景是拜占庭時代的聖索菲

亞大教堂紀念碑，現在是一座博物館，冠狀病毒病（COVID-19）爆

發後，土耳其警察戴著口罩，在旅遊勝地蘇丹納赫梅特

（Sultanahmet）廣場巡邏（credit：路透社/穆拉德．塞澤） 

 

「我們整個禮拜都和你們在一起，我們承諾，會盡一切努

力把他們帶回到你們身邊，現在他們正在回家的路上。替

我們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擁抱吧。」拉皮德說。 

 

赫爾佐格在推特上對奧克寧夫婦表示歡迎，並表示向他們

和家人送上擁抱。也感謝埃爾多安和土耳其政府的合作。 

 

佩里感謝外交部為帶回他的姐姐和姐夫所做的一切，並回

擊社交媒體上批評他姐姐，過去在臉書上支持前總理班傑

明-納坦雅胡、和嚴厲批評班奈特的貼文。 

 



 

「都是外交部的功勞.....他們拼命地工作，我們是一個右翼

家庭……無論我們是左派還是右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讓這

些父母回到他們的孩子身邊，回到他們熱愛的國家。」他

告訴 KAN Bet電台。 

 

週二，以色列駐伊斯坦布爾領事羅南-萊維（Ronen Levi）訪

問了娜塔莉，而總領事烏迪-艾塔姆（Udi Eitam）也訪問了

莫迪；他們的以色列律師尼爾-亞斯洛維茨（Nir Yaslovitzh）

也與他們會面。外交官還會見了監獄當局，以確保這對夫

婦被關押在合適的生活條件下，並為他們提供衣服和用品。 

 

週二，土耳其內政部長蘇萊曼．索伊盧（Süleyman Soylu）

指責這對夫婦從事「軍事和政治間諜活動」，引發人們擔

心這將是一個曠日廢時的事件。 

 

奧克寧夫婦在埃格德公司的 2018 年廣告活動中佔有顯著位

置，鼓勵人們應徵巴士公司的工作，亞斯洛維茨計劃將其

作為辯護的一部分，認為間諜不會讓他們在網路和巴士的

廣告中公開露面。 

 

同時，希拉茲-本-哈魯什開設了一個集資網頁，用來支付她

父母的律師費，埃格德（以色列巴士公司）工人工會已經

支付這筆費用了。 

 

此案是在土耳其新聞機構沙巴宣布，一個由 15 名阿拉伯人

組成的摩薩德網絡，被土耳其國家情報組織（MIT）破獲後

不久發生的。以色列方面否認了這些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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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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12:2-6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並不懼怕。因為主耶

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詩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

你們必從救恩的泉源歡然取水。在那日，你們要說：當稱

謝耶和華，求告他的名；將他所行的傳揚在萬民中，提說

他的名已被尊崇。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

美好；但願這事普傳天下。錫安的居民哪，當揚聲歡呼，

因為在你們中間的以色列聖者乃為至大。 

 

詩篇 72:11-14 

諸王都要叩拜他；萬國都要事奉他。因為，窮乏人呼求的

時候，他要搭救；沒有人幫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他

要憐恤貧寒和窮乏的人，拯救窮苦人的性命。他要救贖他

們脫離欺壓和強暴；他們的血在他眼中看為寶貴。 

 

為奧克寧夫婦獲釋獻上感謝，神搭救窮乏人、困苦人，他

要救贖他們脫離欺壓和強暴；願列國諸王都能認識獨一真

神，承認耶穌的救贖，求告他的名，一同從救恩的泉源歡

然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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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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