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30期 
 

巴勒斯坦村莊最終學會 

與以色列和解共生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如何罕見學會彼此共存之道的個人觀

察。  

 

 
（圖片來源：Jason Silverman） 

2021.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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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這兩年，新冠疫情在許多方面戲劇性地改變全球數十

億人的生活。除了痛失親友之外，出國旅遊也變得更加不

便，旅遊業仍是一片低迷。一般來說，工作上會議和人際

互動更常以視訊方式進行，不再是面對面交流。不確定性

似乎佔據了許多人的日常生活，看來總有下一波疫情或是

新的變種病毒隨時會出現。這讓許多人擔憂，接下來政府

會對他們實施怎樣的限制措施。 

 

然而，這場疫情不只造成負面影響，也同時創造了正向機

會。 

 

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控制下的地區，最受新冠疫情波及

的產業莫過於旅遊業。從新冠病毒首次進入以色列不到兩

年的時間，遊客可以合法入境這個國家只維持了一小段時

間。最近，以色列政府允許遊客入境的決定只持續幾個星

期，就隨著 Omicron 變種病毒蔓延，而撤銷這項決定。因

此，在即將到來的聖誕假期，雅法（Jaffa）、耶路撒冷和伯

利恆等旅遊中心將再次沒有外國遊客。 

 

有趣的是，少掉外國遊客，也讓當地旅遊業的趨勢出現變

化。例如，在約旦河西岸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就寄望以色

列遊客能夠解決該地區外國遊客荒的問題。造訪綠線

（Green Line）以東巴勒斯坦觀光勝地與景點的猶太裔與阿

拉伯裔以色列遊客人數有增加。在約旦河西岸旅遊的以色

列遊客會增加，也是因為出國旅遊要求往往相當嚴苛，導

致以色列人對這樣的旅遊興趣缺缺。 

 



 

耶利哥城是近來頗受歡迎的景點。以色列猶太人旅遊團紛

紛來到這座巴勒斯坦城市，參觀古老的考古遺址、品嘗巴

勒斯坦抓飯（Maqluba）和乳酪絲餅（Knafe）等巴勒斯坦傳

統佳餚，甚至是從耶利哥纜車上欣賞這座城市的全景。以

色列政府劃定耶利哥為 A區（Area A），也就是安全和民眾

事務由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控管的地

區。儘管如此，猶太裔以色列人每週都會來到這裡，體驗

這座古城豐富的樣貌，也不用擔心他們自身的安全。對以

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來說，這就是雙贏局面。 

 

還有其他巴勒斯坦景點，例如，建於西元 483 年的希臘東

正教馬撒巴修道院（Mar Saba Monastery），以及巴勒斯坦

村莊胡桑（Husan），向來都是以色列人的熱門旅遊景點。 

 

在親自造訪胡桑後，我了解到巴勒斯坦村莊這個故事的意

義，遠大過以色列遊客在巴勒斯坦地區的人次。在高度爭

議的猶大和撒馬利亞地區，胡桑似乎創造了以色列人和巴

勒斯坦人合作共生的成功模式。 

 

胡桑是巴勒斯坦小村莊，距離伯利恆以西約 9 公里，距離

以色列城鎮祖爾哈達薩（Tzur Hadassah）以東約 10 公里，

離以色列屯墾區貝特伊利特（Beitar Illit）只有一步之遙，居

民大多是極端正統派（Ultra-Orthodox）猶太人。不過，自

從胡桑居民抵制該地區的猶太人口，向他們扔擲最後一個

石塊後，已經過了好幾年。 

 



 

陪我走這趟行程的是「希望與和平之路」（Paths of Hope 

and Peace）機構人員。這個機構致力於推動以色列人與巴

勒斯坦人的交流互動，透過對話、觀光、經濟合作以及解

決當地問題，希望促進兩個社區之間的共生共存。 

 

當我們坐在胡桑入口處外的涼亭內，放眼望去都是翠綠的

田園丘陵風光，還有橄欖園、天然水泉和洞穴的美麗景緻。

這個參訪團聆聽這個機構的巴勒斯坦主席西亞德·薩巴汀

（Ziad Sabateen），同時也是胡桑當地居民，講述激勵人心

的精采故事，提到這些年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如何在

這個地區撒下和平的種子。 

 

薩巴汀分享胡桑的故事，解釋這個村莊非常暴力的過往。

他表示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期間，

一直到幾年前，有幾起恐怖攻擊事件都是發生在胡桑。在

2017 年年中之前，連續發生對行經村莊的以色列車輛扔擲

石塊的事件。對任何一方的社區來說，這種不穩定的情況

並沒有持續下去。 

 

村莊的領袖意識到，持續使用暴力，限制了各種正向改變

的可能以及改善自身處境的機會。在這之後，胡桑居民的

想法開始改變。 

 

薩巴汀和其他社區領袖開始採取新的策略，目的是要讓胡

桑居民停止所有暴力行為，並與周圍的以色列居民建立合

作關係。他們花了很長的時間，挨家挨戶地敲門，親自接

觸參與丟擲石塊的孩童家長，說服他們介入這些行為。 



 

他們花時間與村裡的年輕人溝通，向他們解釋，為何暴力

行為並非通往更美好未來的途徑，並要他們改正行為。此

外，或許最重要的是，他們與當地酋長碰面，鼓勵他們在

講道時能夠加入非暴力的和平訊息。 

 

他們的努力讓胡桑以及他們與當地以色列居民和政府單位

的關係，都有徹底的轉變。在連續一段時間沒有出現暴力

行為並展現誠意後，雙方的經濟合作開始增多，村裡的觀

光人數也增加，因為安全考量而對村民設下的種種限制也

隨後解除。 

 

這個參訪團的地方社運人士至今仍持續在該地區不同社區

之間與當地人會面，並發展友好關係。近年來的表現證明，

這個模式發展得相當成功。在 2021 年 5 月「圍牆守護者行

動」（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期間，整個約旦河

西岸的巴勒斯坦與以色列安全部隊暴發激烈的衝突。在整

個行動中，胡桑依舊是寧靜安詳的堡壘，這個村莊裡沒有

發生任何暴力事件。 

 

我們接觸的媒體通常告訴我們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關係的

負面消息，例如，以色列屯墾區居民的暴力行為和巴勒斯

坦恐怖主義。不過，隱藏在這些事件背後，總有另一個故

事版本說明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的共生共存，為要

讓大家聽見，對更美好更和平的未來充滿盼望。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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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 

 

哥林多後書 13:11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

們同在。 

 

禱告主用和平栽種的義果繼續發旺在伯利恆、耶利哥及胡

桑！並且有更多這樣版本的見證來訴說祂的作為！ 

  



 

所有祝福都是透過以色列傳遞 

 

「橄欖樹的奧秘」的第二部份我們讀到，探討以色列、教

會和彌賽亞猶太信徒（Messianic Jews）之間的關係。 

 

 
（圖片來源：Abir Sultan /Flash90） 

 

在這個系列單元，我們將刊登奧地利天主教總執事

（Archdeacon）約翰．費赫頓鮑爾（Johannes Fichtenbauer）

的新書節錄，他也是天主教會靈恩復興運動（Charismatic 

Renewal）的一員。 

 

猶太餘民 

 

由於保羅解釋救恩「先是猶太人，後是希臘人」（羅馬書

1:16）。於是一些門徒開始承認，彌賽亞的救贖對象不只限

於猶太人。 



 

他們看到一些外邦人比許多猶太人還要更渴慕上帝。…我們

發現有許多經文是關於耶穌猶太門徒之間對此事的爭執。

（使徒行傳 15:1-35；腓利比書 3:1-4；加拉太書 2:11-21） 

保羅寫給加拉太人的書信 （加拉太書 2:11-21）中指出，彼

得和保羅在這事上意見分歧。 

 

第一次耶路撒冷大公會議 

 

為了化解分歧，使徒們決定召開會議。後來的史學家稱之

為「第一次耶路撒冷大公會議」（ First Council of 

Jerusalem）。從那天開始，彌賽亞肢體（Body of Messiah）

就是由這兩個部分組成的一群人。包括一部分的彌賽亞猶

太信徒，在新約中稱作「受割禮的教會」（Ecclesia of the 

Circumcision，參見以弗所書 2:11）。還有一部分是由各國

所有非猶太信徒組成的外邦人。 

 

…教會有猶太會眾和外邦人會眾，還有許多混合這兩者的會

眾。雖然是由這兩種不同的部分組成，但仍舊是合一的肢

體。為了更深入瞭解基督肢體中這兩大組成部分之間的關

係，我們需要思想羅馬書第 9 章到第 11 章。有趣的是，大

多數基督徒對這三章的內容所知甚少。如果外邦基督徒不

瞭解這三章的意義及其背後的神學思想，就會錯失其中的

重要真理：外邦人完全參與在上帝救贖計畫的唯一途徑，

就是融入以色列這部分的信仰。 

 

 

 



 

瞭解橄欖樹的奧秘 

 

保羅為了證明外邦信徒與以色列的生命聯繫，用了橄欖樹

作為比喻（羅馬書 11: 13-24）： 

 

 橄欖樹的樹根和樹幹象徵列祖、盟約、妥拉

（Torah）、應許，甚至是彌賽亞耶穌（Messiah 

Yeshua；羅馬書 9:4-5）自己，這些是組成以色列國

的最佳元素。外邦人像是嫁接到這棵樹上的「野」

橄欖枝（羅馬書 11: 13-24）。 

 

 因為我們都是上帝子民的一份子，透過教會（羅馬

書第 11 章）的猶太人這部分與以色列相連，因此外

邦人才能在救恩歷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只有當彌賽亞猶太人運動成為外邦教會與猶太人之

間的橋樑時，才能讓外邦信徒與以色列之間取得的

聯繫發揮良好作用。我們身為外邦人，不應該從猶

太人身上帶走特別屬於他們的東西。我們也不該變

得和他們一樣，但要在合一中與他們和諧共存。外

邦信徒與所有以色列的關係需要藉由彌賽亞猶太信

徒，也就是以色列的信徒餘民（羅馬書 11:5-6），才

有可能實現並強化。 

 

 他們身為猶太信徒，仍舊是所有以色列的一部分。

同時作為耶穌門徒，他們也是基督身體的一部分。 

 



 

由於他們具備雙重身分，因此能夠成為以色列與教

會之間的聯繫。如果缺少彌賽亞猶太信徒這一塊，

外邦教會就像被截肢，無法充分理解這棵橄欖樹。

如果教會缺少彌賽亞猶太信徒這一塊，我們身為外

邦人，屬靈健康狀況就會受到侷限。 

 

外邦人和以色列需要相互依賴 

 

以弗所書第 2 章 11 到 22 節中提到，耶穌拆毀猶太人與外

邦信徒中間隔斷的牆，因此他們能夠攜手合作。基督的寶

血讓所有遠離神的人得以親近。上帝在這兩者之間建立了

合一教會。祂讓這兩種人和好，成為一個身體（第 14 節）。

藉由這項行動，上帝才可能醫治破碎的人類，使他們成為

新造的人。這也是為何上帝從未打算區分教會中的猶太人

和外邦人。對上帝而言，只有這兩種人組成的合一教會。 

 

出自愛爾蘭「基督徒以色列之友」（Christian Friends of 

Israel）創辦人帕迪．莫納翰（Paddy Monaghan）預備的節

錄。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1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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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20 

所獻的新麵若是聖潔，全團也就聖潔了；樹根若是聖潔，

樹枝也就聖潔了。若有幾根枝子被折下來，你這野橄欖得

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欖根的肥汁，你就不可向舊枝子誇

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你

若說，那枝子被折下來是特為叫我接上。不錯！他們因為

不信，所以被折下來；你因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

高，反要懼怕。 

 

求主賜智慧和啟示的靈，讓我們更多明白屬靈橄欖樹的奧

秘！ 

  



 

自 12個以色列秘密景觀 

高姿態揮別 2021 

 

這是你從未見過的以色列，距離特拉維夫 15 分鐘，從一個

鮮為人知的沉船到銀河下的沙漠中央 

 

2021 年是有趣的一年。封鎖、選舉、更多的選舉、新政府、

恐怖襲擊、旅行限制、疫苗接種、更多的疫苗接種、反疫

苗者……。 

 

有些時候，只想擺脫這一切。所以我做了。  

 

就用無人機。  

 

今年我花了很多時間，以攝影記者的身份，在以色列的後

院旅行，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新發掘自己的家園。 

 

距離特拉維夫 15 分鐘路程，從鮮為人知的沉船，到在銀河

下的沙漠中與陌生人喝咖啡－這是一個前所未見的以色列。 

 

  



 

1. 戈蘭高地－泰爾．哈埃拉 

 

這個廢棄的軍事前哨位於凱舍特（Keshet）的外緣，也是贖

罪日戰爭期間所建立的定居點。原始的、完整的、目前仍

被雷區包圍的泰爾．哈埃拉，無論何時到訪，都可以看到

這個曾經飽受戰爭蹂躪的地區，寧靜的、360 度全視角的景

色。 

 

 
戈蘭高地的泰爾-哈埃拉廢棄的軍事前哨（照片：Yoav Cohen） 

 

  



 

2. 阿爾蘇夫．克德姆－薩爾號沉船 

 

赫茲利亞北部有一艘船的殘骸，這艘船曾經是以色列捕魚

界先驅者的驕傲。薩爾號（Sa'ar）在一次例行性的拖網捕

撈之旅，返回的途中神秘地擱淺了。 

 

儘管進行了多次努力，希望恢復它的適航狀態，但大海卻

有別的想法，在經過兩次打撈過程，最後才在海岸邊找到

了它最後的安息之地。 

 

 
薩爾沉船就在赫茲利亞北部（照片：Yoav Cohen） 

 

  



 

3. 耶斯列山谷的日出 

 

兩百萬年前，地中海的水流經耶斯列山谷，流向加利利海、

約旦河，最後流入死海。當地殼上升，斷開河道與海洋時，

人類開始重新塑造地景、歷史和政治－從聖經中著名的流

血戰役，變成今天的小麥田和瓜果田。 

 

 
耶斯列山谷田野上的日出（照片：Yoav Cohen） 

 

  



 

4. 特拉維夫－斯德多夫控制塔 

 

斯德多夫機場曾經是一個軍事起降跑道，後來成了商業機

場，今天則是一個巨大的空地，等待著住宅和商業開發。

唯一剩下的結構是它的控制塔，用來保存。與此同時，它

被塗鴉的外牆以及機場入口，在以色列人口最稠密區之一

的中心地帶，孤單而寂靜的提醒人們它的存在。 

 

 
斯德多夫機場控制塔（照片：Yoav Cohen） 

 

  



 

5. 特拉維夫 

 

特拉維夫港最初命名為錫安之門（Shaar Zion）－1936 年阿

拉伯人抵制雅法港阻止猶太人活動後，特拉維夫港成了移

民進入巴勒斯坦（當時由英國託管）的登陸地。這個新港

口，特別是它的起重機，在二戰中發揮了英國海軍基地的

作用，並在 1948 年獨立戰爭期間作為主要的補給港。如今，

它可以說是以色列第二大旅遊景點，僅次於西牆（Kotel）。 

 

 
特拉維夫港的起重機（照片：Yoav Cohen） 

 

  



 

6. 加利利海－春天的彩虹 

 

加利利海（Kinneret）海岸線徘徊在黑線（-215.5 m）上方

多年之後，令人印象深刻地重燃生機，它的水位上升到了

最高紅線（-208.8 m）。 

 

去年的逾越節期間，捕捉到這暴風雨後的春天彩虹，當時

酒店在 2020 年關閉後，終於迎來旅遊旺季開放使用。儘管

如此，載著基督教朝聖者，穿越耶穌在水上行走海域的船

隻，至今仍躺在乾燥的船塢中，等待著各國顧客的回歸。 

 

 
加利利海上的彩虹 

 

  



 

7. 哈德拉－淺灘中的鯊魚 

 

被奧羅特拉賓發電廠排水道的暖和溫度所吸引，每年都有

數十條黑鯊和沙洲鯊返回以色列海岸，在這個地方優游。

隨著鯊魚發現這片水域，人們也發現了鯊魚，要與它們一

起游泳或划船。雖然似乎是一個瘋狂的想法，但這些瀕臨

滅絕的食肉動物似乎並沒有被周圍的人類所打擾。 

 

 
與鯊魚一起游泳，哈德拉（照片：Yoav Cohen） 

 

  



 

8. 奧法基姆－春收 

 

幾十年來，在內蓋夫西部的奧法基姆外的田間收割莊稼，

一直是以色列周邊地區的支柱，與其他發展中的工業一樣，

現在仍然是人們生計的主要重心。從空中俯視，收割高麗

菜的辛苦工作創造了令人驚艷的構圖──紋理、顏色、線條

和形狀，只有從鳥瞰的角度才能欣賞得到。 

 

 
西內蓋夫沙漠的春收（照片：Yoav Cohen） 

 

  



 

9. 特拉維夫－約帕－雅法港 

 

這張 5 月 7 日在雅法港拍攝的以色列國旗，是在以色列和

哈馬斯爆發暴力事件的前幾天，反過來又在猶太人和阿拉

伯人之間造成了動盪，自 1929 年以來從未有過的。雅法也

不例外，阿卡（Acre）、盧德（Lod）和許多其他混合城市

都是如此。私刑、槍擊、騷亂和搶劫的威脅，震撼了以色

列社會的核心，幾週後，街道和港口恢復了平靜。 

 

 
2021年 5月，雅法港附近的以色列國旗（照片：Yoav Cohen） 

 

  



 

10. 拉蒙火山口－追星 

 

雖然這不是無人機照片（此處禁止使用無人機），但從任

何角度來看，在拉蒙火山口過夜都是史詩般的體驗。內蓋

夫的中心地帶仍然是以色列唯一，光污染低到足以讓人們

體驗到星空光輝的地方。為了保護這個自然奇觀，火山口

仍然禁止人類定居。這也是讓我們一睹每晚發生在頭頂上

自然魔術表演的原因。 

 

 
地球圍繞北極星的運動，拉蒙火山口（照片：Yoav Cohen） 

 

  



 

11. 耶魯哈姆－耶魯哈姆水庫 

 

1950 年代，這座建在雷維姆河（Revivim）上的人造大壩，

收集雨水，將雨水輸送到沙漠中心的周圍農業。夏季，這

裏的景觀變成棕色的裂紋海岸和乾枯的樹樁，殘留的深藍

色水域和充滿活力的綠色形成鮮明對比。作為內蓋夫中部

的一片綠洲，全年都是大量鳥類和陸生動物的棲息地，牠

們經常在湖邊活動。 

 

 
仲夏的沙漠綠洲－耶魯哈姆水庫（照片：Yoav Cohen） 

 



 

12. 死海－鹽礦池 

 

沿著 90 號公路行駛，您會被帶到另一個星球。廣闊的、看

似荒涼的平原，一側是高聳的山脈，另一側則是地球上最

低點的海岸。死海是一個即將消失的奇蹟，它的自然失衡

在眾多天坑中顯而易見，這些天坑點綴著這片土地，特別

是在死海的北部地區。其他景點，比如酒店區附近的這個

水池，將人類干預的棕色、藍色和金色融合成一個超凡脫

俗的創作──在一畫面中併生美麗和哀傷。 

 

 
死海礦池（照片：Yoav Cohen） 



 

2022年等待我們的是什麼？  

 

我們都需要有一個地方，可以偶爾逃離。雖然大多數人不

會那麼快地登上飛機前往海外，但幸運地，在以色列有無

限的寶藏等待發掘探索。 

 

我將會在那裡。 

 

那你呢？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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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8:7-10 

因為耶和華－你神領你進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

從山谷中流出水來。那地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

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無所

缺。那地的石頭是鐵，山內可以挖銅。你吃得飽足，就要

稱頌耶和華－你的神，因他將那美地賜給你了。 

 

申命記 11:11-15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

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

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你們若留意聽從我今日所吩咐的誡

命，愛耶和華－你們的神，盡心盡性事奉他，他必按時降

秋雨春雨在你們的地上，使你們可以收藏五穀、新酒，和

油，也必使你吃得飽足，並使田野為你的牲畜長草。 

 

禱告 

主所賜給以色列的迦南美地，不僅是流奶與蜜、五穀豐收

之地，更是景色優美之地，遠超過所求所想的。願每位敬

畏神的弟兄姐妹在歲末年終之際，能更多地思想神的旨意，

傳揚耶穌基督寶貴的救贖計劃，願聖靈光照讓所有我們所

愛的家人都能就近生命的活水，永遠不再飢渴。 

  



 

這些巨人是誰？ 

 

 

創世紀第六章的開頭的經文一直是討論的主題。「那時候

有偉人（巨人）在地上，後來神的兒子們就娶人的女子們

為妻生子。」  

 

幾個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在爭論「神的兒子們」這個詞

指的是天使還是人，以及這些巨人是誰。希伯來語向我們

揭示了相關的訊息。 

 

地上的巨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洪水之後，摩西五經還提到了這些巨人，

在希伯來語中稱為 nephilim נפילים。當摩西派十二個探子去

偵察迦南地時，十個探子帶回來壞消息。 



 

他們被所看到的嚇壞了，「我們在那裡看見了亞衲族的人」

（民數記 13:28）。希伯來語 Anak ענק 的意思是「巨人」。

因此，希伯來文的字面意思是「我們在那裡看見了巨人」。 

 

約書亞和迦勒鼓勵以色列會眾 

 

約書亞和迦勒的反應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他們挑戰了「壞

消息」本身，但他們並沒有挑戰關於巨人的資訊。他們沒

有說：「你在說什麼？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巨人！」約書亞

和迦勒並沒有反駁這個事實；他們只是鼓勵以色列會眾不

要害怕。此外，雖然從未真正得到關於巨人的答案，但我

們從他們的回答中瞭解到額外有趣的信息。  

 

發現聖經中的未解之謎 

 

翻譯說，「他們的保護者離開了，」在希伯來語中，約書

亞和迦勒說出截然不同的看見：「蔭庇他們的已經離開他

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民數記 14：9）失去蔭庇

（沒了影子）的巨人佔領了這片土地─這些人是誰？聖經原

始的語言能揭開這樣的未解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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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 14:6-9 

窺探地的人中，嫩的兒子約書亞和耶孚尼的兒子迦勒撕裂

衣服，對以色列全會眾說：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

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我們領進那地，把地賜

給我們；那地原是流奶與蜜之地。但你們不可背叛耶和華，

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為他們是我們的食物，並且蔭庇

他們的已經離開他們。有耶和華與我們同在，不要怕他們！ 

 

禱告 

約書亞和迦勒因著信，就放膽無懼眼前的巨人，相信神的

同在勝過一切的艱難，願主在 2022 從歲首到年終賜下剛強

壯膽的信心給我們，使我們得地為業，進入命定，凡是信

靠的人就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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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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