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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的預言應驗了！  

強．沃特淚流滿面表示 

「稱這地為『約旦河西岸』不太合理，因為這裡是猶大地

與撒馬利亞，是以色列的心臟！」好萊塢明星堅持表示著。 

 

 
好萊塢演員強．沃特與撒馬利亞地區委員會主席約西．達根一起參

訪聖經的中心地帶。（照片：撒馬利亞地區委員會） 

20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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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時，好萊塢明星強．沃特（Jon Voight）在收到撒馬利

亞地區委員會主席約西．達根（Yossi Dagan）送給他的一瓶

葡萄酒後，感動的流下眼淚。身為屢獲獎項的演員與相信

聖經的基督徒的沃特驚呼：「這就是耶利米的預言！」 

 

沃特在撒馬利亞北部，也就是所謂的「約旦河西岸」，參

觀聖經中的地點並與撒馬利亞電影基金會的成員們見面。

到西岸後，他被帶到米兹佩希拉（Mitzpe Yosef），這是個

前哨基地，人們可以從這裡看到位於那布勒斯（Nablus）示

劍（Shechem），聖經人物約瑟（Joseph）的墳墓。 

 

達根向沃特解釋，幾個世紀以來，穆斯林和其他佔領者都

無法讓撒馬利亞的山脈變得更豐饒，直到猶太人回歸後，

這地區才開始再次繁茂起來，並生產出國際知名的葡萄酒。 

 

達根向沃特贈送了一瓶來自哈布拉查（Har Bracha）猶太社

區附近出產的葡萄酒，並說：「我手裡拿著的不僅是一瓶

酒，而是先知耶利米的預言應驗了。」 

 

「又必在撒馬利亞的山上栽種葡萄園，栽種的人要享用所

結的果子。」耶利米書 31:5 

 

「你知道這裡正在發生的事嗎？」沃特說著，他擦了擦眼

淚。「這是耶利米的預言！數千年前，他預言這個地區會

生產葡萄酒。」他在擁抱達根之前補充道。 

 



 

沃特強調他不喜歡聽到人們稱這地區為「約旦河西岸」，

並指出從聖經和現代戰略事實的角度來看，「這裡是以色

列土地的中心」。 

 

請觀看下列影片，約西．達根解釋直到猶太人回歸後，撒

馬利亞山區才開始產出水果和葡萄酒。沃特忍不住流下眼

淚並驚呼這就是耶利米的預言。 

 

影片請見👉：耶利米的預言應驗了 

 

 

文章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2/02/17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https://youtu.be/nfOWKZdUmsM


 

經文與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31:1-5 

耶和華說：那時，我必作以色列各家的神；他們必作我的

子民。耶和華如此說：脫離刀劍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

享安息的時候，他曾在曠野蒙恩。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

現，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以色

列的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建立；你必再以擊鼓為

美，與歡樂的人一同跳舞而出；又必在撒馬利亞的山上栽

種葡萄園，栽種的人要享用所結的果子。 

 

禱告 

感謝神持續實現祂透過先知所預言的事，以色列必蒙神所

賜，得享安息。我們禱告以色列回歸的人不斷加增，使他

們回到以色列地，被神建立，也願以色列民深知神以永遠

的愛愛他們，並成為神的子民。 

  



 

經過四年，以色列彌賽亞信徒牧師

投票合一 

 

在彌賽亞猶太信徒的重要投票後，朗．坎特（Ron Cantor）

代表「復興以色列全球事工」（Tikkun Global/ Revive Israel）

接受《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的獨家專訪。 

 

 
（照片來源：Pexels） 

 

《以色列今日報》曾報導過，由於在神學與意見上的分歧，

導致一些以色列彌賽亞信徒教會與事工團體之間出現不尋

常的爭論。 

 

  



 

問題是當地事工團體「復興以色列全球事工」（Tikkun 

Global/Revive Israel）的觀點是否為人接受—特別是有關當

今在以色列追求的先知性與使徒性活動，以及其他一些神

學問題。 

 

這些討論與聽證會沒完沒了地持續了四年，直到 2022 年 2

月 4 日，教會代表大會投票以 2 比 1 的得票差距，認為

「復興以色列事工」並未超出大家公認的信仰宣言範圍。 

 

投票結束後，《以色列今日報》詢問「復興以色列事工」

執行長朗·坎特對此事的看法。以下是他的逐字回覆內容。 

 

《以色列今日報》：您對週五會議的結果有何看法？ 

 

朗·坎特：我為以色列當地的彌賽亞信徒教會感到開心。經

過四年後，這項爭議終於獲得解決。我是一路又哭又笑地

開車回家。詩篇第 133 章中提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等地善，何等地美！」上週會議結束時，大家都有很深的

合一，還有對弟兄姊妹彼此的愛。事實上，我會說現在的

關係比剛開始的時候還要好。一位曾表示批評的主要人物

給了我一個大大的擁抱，並說了類似這樣的話：「會眾們

已做出選擇」。 

 

不過，復興以色列事工立場與全國彌賽亞信徒領袖會議

（National Messianic Leaders Conference，或作：Kenes 

Artzi）提出的決議之間似乎仍存在僵局。 

 



 

我不會說他們全然陷入僵局，因為這個問題已經解決。全

國彌賽亞信徒領袖會議（Kenes Artzi）的牧師們已投票否決

這些決議，甚至不對這些決議進行表決。他們認為目前的

信仰宣言就已足夠，這已經是相當有說服力的投票。當然，

還有一些成員不同意我們特定的神學觀點，但全國彌賽亞

信徒領袖會議有普遍性的信仰宣言，特別為許多不同的團

體預留空間，只要他們在重大信仰原則上有正確看法即可。 

 

我個人很樂意繼續討論這些問題，這樣的討論能夠提出正

確的神學觀點。不過，我不希望透過電子郵件的方式，最

好是有規劃地進行這項討論。希望未來全國彌賽亞信徒領

袖會議能夠定期舉辦研討會，就下列這些問題發表神學論

文： 

 

⚫ 新約中上帝對以色列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即不

會撤回）。（羅馬書 11:29）； 

⚫ 西元一世紀後的使徒職分； 

⚫ 一個新人（One New Man）──外邦教會與彌賽亞猶太信

徒餘民合而為一； 

⚫ 以色列的恢復和復興（以及對猶太信徒的意義）； 

⚫ 末世復興與末世的普遍狀況； 

⚫ 盟約關係與相互責任； 

⚫ 教會合一的重要性； 

 

這樣就能進行良性討論。 

 



 

這種方式才更符合聖經而且是良性的互動模式，而不是透

過電子郵件互相指責對方是異端。類似的指控只會讓人想

要自我防衛，形成相當不健康的交流模式。我對於自己被

捲入類似的爭論感到自責，這種方式也帶來傷害並造成不

信任。大家都想要捍衛自己的立場，而不是用開放的心胸

去處理問題。這樣根本解決不了問題。在神學討論的過程

中應秉持相互尊重的態度，才能讓每個人都受益。我們不

是想要在辯論中爭輸贏，而是為了共同找出真理。 

 

您認為全國彌賽亞信徒領袖會議（Kenes Artzi）的領袖委員

會要希伯來語領袖簽署的決議，是否有不公平？如果是，

您的理由是什麼？ 

 

我不認為這有不公平，而是沒必要這麼做。我們都有信仰

宣言，其普遍性原則是有存在的原因。除非有人或有些團

體超出這些原則之外，否則沒必要為了疏遠特定一群人或

團體做出具體決議。 

 

您如何解讀全國領袖會議（National Leaders Conference）

實際上投票選擇了不對自己委員會的決議進行表決與投票

的這項結果？ 

 

我想我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但我要明白表示，牧師們投

票不是為了讓復興以色列事工開脫自身責任。他們既沒有

肯定也沒有拒絕我們的觀點，他們只說我們的神學是在福

音派可廣泛接受的範圍內。不過，這不是主要問題。我相

信他們要說的是這三件事： 



 

1. 目前的信仰宣言就已足夠。 

2. 我們不想為了對特定團體提出決議而開這個先例。  

3. 而且我認為他們都知道，無論哪一方在投票中勝出，基

本上都會造成分裂。大多數牧師不希望這樣的事發生，

因為在新約中合一相當重要。 

 

您在這個過程中學到了什麼？ 

 

作為教會事工，我們獲益良多。大多數情況，當你接受批

評的時候，這些批評多少都有幾分道理。從一開始，我們

就是希望找出這樣的真理。如果我們看到自己哪裡驕傲，

我們就悔改。如果我們發現哪裡溝通不良，我們就學習做

好溝通。在少數情況下，我們確實同意，我們的神學觀點

在哪方面需要調整，我們就進行調整。 

 

這整個經驗堅定了我的信心。我看見上帝掌權，保守我們

這些被神恢復、蒙拯救的以色列餘民，為要使我們合一。

我們事奉的是這位有著堅定意志的上帝！ 

 

全國彌賽亞信徒領袖會議應該從這次經驗中獲得什麼啟示？ 

 

未來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學會如何以尊榮的態度處理

彼此在神學上的歧見。如果回到四年前，有人邀請我們在

相互尊重的氣氛下提出自己的觀點（我們在 www.ritg.org 的

觀點並不激進），我認為我們會更快解決這個問題。 

 

http://www.ritg.org/


 

對我們來說，當中確實有些令人不安的引述內容，是基於

對我們信仰的錯誤認識。但如果有人瞭解我們教導工作的

全貌，以及我們實際在做的事工，就會明白這些令人憂心

的引述內容都是例外，並非常態。我感謝上帝給我們這個

機會，處理這些引述內容，讓這些內容與正確的神學觀，

以及與我們目前所持的觀點保持一致。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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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11: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從

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腓立比書 2:2 

們就要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

念，使我的喜樂可以滿足。 

 

我們奉主名祝福我們的屬靈長兄，教會之間/牧者之間/弟兄

姊妹之間，意念相同，愛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

的意念，使主的喜樂可以滿足！ 

  



 

約旦學者說： 

阿拉伯人應該擁抱猶太人 

 

阿卜杜拉-薩瓦哈說：否認大屠殺是難以接受的，約旦認為

猶太人是他們古老的閃族表親。 

 

 
阿卜杜拉-薩瓦哈博士在他位於安曼的辦公室。(Photo: Courtesy) 

 

約旦研究員阿卜杜拉-薩瓦哈博士說，阿拉伯世界各國的猶

太人和穆斯林之共存問題很複雜，因為這些民族的文化和

歷史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差異。 

 

在接受《今日以色列》採訪時，薩瓦哈特別批評了那些否

認大屠殺的伊斯蘭運動，並強調如今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

認為猶太人是他們的表親。 

 



 

《今日以色列》提問：像許多阿拉伯研究人員一樣，您建

立了一個中心，其中包括一個以色列研究部門，特別聚焦

在大屠殺事件。能談談這個嗎？ 

 

阿卜杜拉-薩瓦哈博士說：阿拉伯世界的研究人員在認識到

二戰主題的重要性方面，有顯著進展。 

 

安曼以色列研究中心在華盛頓大屠殺博物館舉辦的第一次

研討會上，有五名研究人員參加了研討會，其中三位來自

約旦，兩位來自波斯灣國家。成群的阿拉伯青年也來到以

色列學習這一主題，此外還有其他研究。 

 

我們還與巴勒斯坦學生舉行了各種會議，相關主題的研究

也在北非、阿拉伯海灣國家和約旦發表，來自美國和其他

國家的研究人員參加了我們和其他國家舉辦的會議。 

 

當然，為了實現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共存，還有很多工作要

做，但這些都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步伐。 

 

哪個阿拉伯國家最接近與猶太人真正共存，為什麼？ 

 

阿拉伯世界的猶太人和穆斯林共存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因為國家之間、時代之間、甚至同一國家地區之間都存在

著差異。 

 



 

我試著向學生解釋，在這個問題上，將關係歸類為好或壞

是不正確的，因為必須在任何時候，根據事件的背景和不

同的情況來研究它們。 

 

至於二戰時期，我們迄今掌握的證據和資訊表明，根據歷

史時期的情況，兩國關係非常合理，有時甚至是良好的。 

 

一些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國家仍然在否認大屠殺，這是一

個政策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像您這樣的研究人員的作用

是什麼？ 

 

誠然，即使在阿拉伯世界，也有否認針對猶太人大屠殺的

趨勢，有時，阿以衝突阻攔了獨立地研究大屠殺主題的能

力。無論如何，歷史學家的主要工具是研究。重要的是學

術話語和公共話語應建立在可靠和良好的研究基礎上。 

 

至於在約旦出現否認大屠殺的想法是不合理的，因為嚴酷

的事件也影響了阿拉伯世界。至於像我這樣的研究人員，

我的角色也是在教育系統中工作，塑造年輕一代的態度。 

 

你認為約旦和阿拉伯世界的公立學校應該教授大屠殺嗎？ 

 

當然。教授大屠殺的主題非常重要，因為它不僅涉及猶太

人，還涉及種族主義、仇恨、人際關係中的誤解等整體問

題，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理解人類的邪惡。 

 



 

我參加了約旦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教師培訓項目，遇到了許

多表現渴望學習的教師。這些教師是未來一代變革的希望。 

 

總之，作為研究人員，我們的角色是鼓勵學生，尤其是說

阿拉伯語的學生，對猶太人的這份遺產進行深入研究，保

護並利用它來建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共存的文明，以及加

強與不同文明的關係。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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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1-25 

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

也要獻祭物和供物敬拜他，並向耶和華許願還願。耶和華

必擊打埃及，又擊打又醫治，埃及人就歸向耶和華。他必

應允他們的禱告，醫治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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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與猶太屬靈長兄同站立，禱告大屠殺的教訓能成為

世人的警誡；也為中東地區和穆斯林禱告能認識耶穌，進

入神所應許的三國一律當中，使眾人蒙福。 

  



 

便雅憫名字中引人入勝的故事 

 

 

 

根據《創世記》第 35 章，雅各的妻子拉結在第二個兒子臨

產時甚是艱難。就在這個健康男嬰誕生的那一刻，拉結將

近於死，靈魂要走的時候，就給他兒子起了名，但孩子的

父親雅各決定改名。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聖經中的希伯

來語給出了答案。 

 

悲慘的開端 

 

拉結深受丈夫雅各所愛，但多年來一直不生育。經過多年

忠誠地等待，最後，她懷孕了，生下了約瑟。但多年後，

她的第二次懷孕以難產告終。在她生命中最後的悲慘時刻，

拉結給她的小兒子起名叫便俄尼 Ben Oni 。 



 

在希伯來語中，這意味著「悲傷（oni）之子（Ben）」──也

就是說，這個男孩的出生導致了我的死亡。 

 

右邊之子 

 

悲傷之子代表一個人的肩上背負著相當沉重的擔子。於是，

雅各把兒子的名字改名叫便雅憫（בנימין）。在希伯來語中，

這意味「右邊（yamin）之子（ben）」。古時候，人們面

向東面朝旭日昇起的方向來定位自己。因此，南方將位於

右側。因此，便雅憫是「南方之子」──雅各十二個兒子中

唯一一個出生在迦南南邊的土地上，而不是北邊的亞蘭地。 

 

瞭解舊約和新約之間的聯繫 

 

知道便雅憫的兩個名字的含義，我們可以看到驚人的相似

之處。耶穌基督是雅各的後裔，被描述為「多受痛苦」

（以賽亞書 53:3）。復活節主日，耶穌從死裡復活，「坐

在神寶座的右邊」（希伯來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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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53:3 

他被藐視，被人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

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 

 

希伯來書 12:2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或作：仰望那將真道創

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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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