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甘茨組建內閣政府 
新聞出處：JP 

 

 

在以色列舉行首次議會選舉七個多月後，並以色列選民再次

參加民意調查以結束新政府組建的僵局兩個月之後，今天我

們得知最新消息，以色列將在一年內面臨第三次國會選舉。 

 

就在現任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放棄

了組建新政府的任務後，藍白政黨領袖本尼．甘茨（Benny 

Gantz）的任務，就由魯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總統派

任他來組建內閣政府。 

 

新聞編譯：陳錫安        專文：周效遠牧師        編審：雲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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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午夜 12 點前，是甘茨被委派組建內閣政府滿 28 天的

時間，然而就在組建內閣尚有四個小時到期前，甘茨宣布組

建內閣政府失敗。 

 

甘茨向理夫林總統表示，他無法成功地組建內閣政府執政聯

盟。甘茨不甘示弱地向媒體表示，都是納坦雅胡總理搞破壞，

在整個協談中不願放棄自身利益：即若被起訴要放棄豁免權；

而納坦雅胡昨日週二仍然繼續抨擊甘茨既然異想天開地要

與支持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結盟，將猶太人的利

益全然擺在一邊，造成更多的危險。稍早，媒體給以色列是

我們的家園政黨主席利伯曼的稱號：「王的製造者」（原因是

誰能成為總理得看利伯曼決定其政黨是否推派內閣部長出

來），甘茨與納坦雅胡兩邊所支持的政黨聯盟都不願意各退

一步，看來勢必是進入第三次國會選舉。 



 

 
 

目前仍有三週觀望期，這個觀望期 21 天，若有任何國會議

員能夠拿到超過 61 位國會議員的簽署支持組建內閣，這個

人就有望得著總理一職。不過，是不是有這樣的人出現，許

多評論家認為以色列勢必進入第三次國會選舉，讓我們拭目

以待，並放在禱告中，為以色列政局有突破禱告。 

 

以下為我們領受的禱告方向： 
 

1. 11/21 以色列夜間時間，總檢察長已正式起訴納坦雅胡總

理貪污賄賂、詐欺、不信任等三項罪行，目前正在策動國

會不給納坦雅胡總理豁免權，總檢察長表示，司法不受左

翼與右翼兩著利益的操控，司法不是足球，被踢來踢去。

我們需要為此案禱告，原本月底才會揭曉，尚有一週卻迅



 

速地正式起訴，內裡的暗潮洶湧需要您我禱告，奉主名宣

告神的寶座以公義公平為根基設立其中。 

 

2. 為以色列禱告，內憂外患中，百姓能回轉歸向神，緊緊倚

靠跟隨，神的光光照以色列，使人心甦醒渴慕認識耶穌，

真知道在祂裡面，凡事都有定局與最好的安排，無論是否

進入第三次國會選舉，必有神的心意。讓我們現在就開始

為著未來帶領以色列新任的總理祝福禱告。 

 

3. 禱告猶太百姓明白他們在基督耶穌裡有靈魂的錨又堅固

又牢靠，風吹雨淋水沖都不致動搖。也求神引領我們的主

內家人 - 彌賽亞信徒們，興起如同腓力的猶太門徒，尋找

在無花果樹下默想渴慕神的拿但業，為現今有更多靈魂得

救迫切禱告。 

 

義人的道是正直的，你為正直的主，必修平義人的路。耶和

華啊，我們在你行審判的路上等候你；我們心裡所羨慕的是

你的名，就是你那可記念的名。夜間，我心中羨慕你，我裡

面的靈切切尋求你。因為你在世上行審判的時候，地上的居

民就學習公義。（以賽亞書 26:7-9）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以色列現今即有可能進入第三次國會

選舉向祢仰望，為著未來新任的總理來到祢面前祝福禱告， 

天父為以色列安排最適合的總理，堅立持守神的話語， 並

保護神所賜給以色列的產業。同時，我們為著昨天週四晚上

以色列總檢察長正式起訴納坦雅胡詐欺、賄賂、不信任等三

項罪行，來到祢面前禱告，祢是正直的主，神的光必照亮在

這些案子當中，正直公義的主必作王掌權，祢的寶座是以公

義公平為根基，法官所裁定的必定出於神，為法官禱告，心

裡所羨慕的是神的名，並敬畏耶和華的靈充滿在法官裡面。

天父，現今以色列面臨的是內憂外患，求祢特特保護以色列，

甦醒猶太百姓的靈，使人心渴慕認識耶穌，惟願許多猶太長

兄回轉歸向耶穌，願意擁抱十架，不再懼怕，得著神的救恩。

天父，求祢以愛吸引更多如腓力的人，找尋在無花果樹下默

想祢的拿但業，傳福音的動力運行在彌賽亞信徒教會當中，

賜給我們快齒打糧的新器具，好叫我們在收割季節當中得著

豐收。禱告奉主耶穌聖名祈求，阿們。 

 

 

 

 



 

二、 伊朗境內暴動 
新聞出處：BIN, JP, Harretz, The Times of Israel 

最新消息出處：UN 聯合國組織報告 

 

伊朗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活動，中央銀行被民眾燒毀 

 

 
(Photo Credit: CBC NEWS) 

 

伊朗人民長期以來被伊朗的伊斯蘭政權操弄，政府不僅沒有

照顧到百姓生存，如今經濟無法振興，民不聊生，上週開始

許多民眾憤怒走上街頭抗議。特別是在燃油價格上漲之後，

整個伊朗爆發了大規模的暴動內亂。具有最高宗教等級伊斯

蘭教什葉派的伊瑪目(Ayatollah)支持將汽油成本至少提高 50

％，此一決定使我們看到哈梅內伊 (Khamenei伊朗最高領袖

又稱為伊朗革命領袖、伊朗精神領袖。該職位不是國家元首



 

或政府首腦，但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是伊朗在宗教

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領導人及伊朗軍隊的最高統帥，並終生

任職) 似乎將外國敵人歸咎於他所說的「破壞活動」，視那些

將公共財產置於火上的人稱為「小偷」；抗議者燒毀了伊朗

中央銀行，從媒體畫面上來看，確實怵目驚心。 

 

 

(Photo Credit: CBC NEWS) 
 

根據 UN 聯合國組織最新報告顯示，伊朗境內目前已有大量

百姓被政府鎮壓中死亡，目前可知道的死亡人數至少超過

200 人，上千人被抓。聯合國組織呼籲伊朗立刻恢復互聯網

網絡的通暢，以及其他形式的自由交流，並且制止使用鐵悍

來制止百姓的拳頭，此舉不僅違反國際公約，也使人神共

憤！ 

 



 

伊朗百姓利用各種管道將錄製的影片上傳至推特，就連美國

影星勞勃狄尼洛的推特上呼籲大家關切伊朗政府殘殺百姓

的影片，影片中當地伊朗女孩告訴大家：「政府視我們如同

蚊子般地殺我們！我們的生活對他們沒有任何意義。他們只

是向我們開槍。我們嘗試和平地告訴他們我們想要什麼，然

而現今是不可能的了，我們再也做不到。請幫助我們。」 

 

伊朗境內多處共有 21 個城市，民眾上街頭紛紛表達對獨裁

政府的抗議，許多人高聲喊著：獨裁者下台、獨裁者該死！

此呼聲沒有停止，一直蔓延下去，直到我們看到整個中央銀

行被燒毀建築物瓦解。 

 

  
(Photo Credit: Local Reporter Twitter in Iran) 

 



 

現今伊朗正在下雪，然而有些城市下雪也無法制止百姓上街

頭抗議獨裁者的暴行！伊朗政府只在乎對外消滅以色列，完

全不顧國內百姓生存的行徑，已經使伊朗百姓厭倦如此的政

府！就在抗議行動進行第二天時，婦女也紛紛上街頭，抗議

示威者焚燒伊斯蘭共和國的創始人霍梅尼雕像。示威者厭倦

伊斯蘭共和國的反以色列言論，在抗議行動中，我們可以看

到抗議者高呼：「我們沒有錢也沒有燃料，要和巴勒斯坦一

起下地獄了。（意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沒有照顧好所屬百

姓，只會想要消滅猶太人，不顧百姓生存）」 

 

伊朗伊斯蘭教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内伊表示，我們已經成功地

得著勝利，這些暴民是受到國外敵人的誘惑煽動敵對政府，

如今我們不僅已經鎮壓成功，該死的死、該抓的抓，無一倖

免。這次不是人民所發起的暴動，是國外敵人有計謀的策劃，

我們予以譴責。 

 

我們知道不久之前，黎巴嫩境內才發生大規模內亂，也是源

於增稅問題，黎巴嫩由真主黨控制，真主黨是伊朗政權的代

理人。抗議活動也在鄰國伊拉克進行，許多伊朗人表示聲援

他們曾經視為敵人的人民。 

 



 

 

伊朗全國示威抗議者分佈圖。(Credit: MapHub) 

 

讓我們繼續為伊朗這個國家禱告，為伊朗境內我們的主內家

人禱告，神垂聽百姓的聲音，願敵對神的恐怖政權能夠在這

個時候瓦解，過往人民所流的鮮血，在地裡正在呼求，我們

禱告神，恐怖政權瓦解，賜給這個國家新世代有更新的力量，

新的一代正在湧起，禱告神保護這群渴望自由的新世代，保

護伊朗人民。 

 

 



 

波斯人、路德人、弗人在你軍營中作戰士。他們在你中間懸

掛盾牌和頭盔，彰顯你的尊榮。（以西結書 27:10） 

 

親愛的天父，當國際特赦組織向世界媒體佈達至少有上百人

被伊朗政府掃射，喪失生命之際，我們的心都碎了，更何況

祢的心！我們禱告呼求祢名，睜眼看側耳聽，有血從地裡正

呼求神的公義與信實，天父，懇求祢救拔伊朗百姓，恢復這

個國家當初在古時的尊榮，使經濟復甦繁榮，甚至當中的基

督徒能為真理和真神作戰士，彰顯神的尊榮；而不是像現在

這般，伊朗百姓自稱如同蚊子，政府沒有看顧看重百姓的生

命，任意殺害。天父，求祢打破這伊朗伊斯蘭政權的銅牆鐵

壁，使他們內部先有分歧與分裂，瓦解並癱瘓整個伊斯蘭什

葉派的政權，天父，我們無法再容忍這樣的政府殘害百姓，

一心只想要消滅以色列猶太人，而罔顧自己國內伊朗百姓深

受痛苦患難。求祢醫治恢復百姓與土地的傷痕，重新栽植、

建立，願祢在伊朗繼續動工，因為祢的愛沒有止息，祢施行

大能在伊朗國中，奉主耶穌聖名禱告，阿們。 

 

 

 

 



 

三、 南地老人家怎麼逃向防空洞

「當地電視影片訪問」 
新聞、照片、影片出處：ILTV 

 

 

 

位於加薩走廊僅 3 公里多的以色列境內的雅德末底該城市

(Yad Mordichai)，在這裡只要警報聲一響起，以色列百姓僅有

15秒可以逃往防空洞。那麼在南地時有面對加薩走廊射來的

火箭彈、迫擊砲攻擊時，走路不快，甚至是柱著柺杖、坐著

輪椅，並臥床的老人家該如何逃生呢？讓我們從以下影片中，

來看看是哪些天使幫助他們？ 

 



 

 

 

每一天當我們為以色列禱告時，請為現正面臨危難的南地百

姓平安禱告。 

 

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約翰福音15:13）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祢給猶太百姓堅韌不拔的個性向祢獻

上感謝與讚美，當南地面臨加薩走廊的火箭侵襲時，反而使

猶太百姓們更加地團結。天父，求祢繼續看顧保護南地百姓，

特別為著老弱婦孺禱告，當在逃向防空洞避難時，祢差遣服

役的靈天使到百姓身邊，成為助力。我們為著這些如同天使

一樣先引導保護老人家的工作者禱告，求祢記念他們的忠心

與愛心，不是只看重自己生命，而是願意為這些老人家先擺



 

上，何其美麗！天父，請祢保護祢的百姓，將猶太百姓藏在

祢至高者隱密處及在祢全能者的蔭下，謝謝天父，我們有祢

真好。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阿們。 

 

藉由以上新聞重點整理，當我們在耶路撒冷禱告時，神更清

楚地帶我們看到現今全球局勢儼然早已進入馬太福音第 24

章「民要攻打民」的階段，許多國家也都進入這樣的狀況中，

我們需要為關鍵時刻禱告，是在神的時間表內，進入接下來

的局面；我們不是只淪於在現今新聞中觀看民攻打民和國攻

打國，且自已分辨善惡方，我們要關注與禱告的是下一個進

程，更多地明白耶穌在馬太福音第 24章教導我們的話語。 仇

敵一直想要阻攔耶穌的再來，這是我們需要更多禱告守望的

方向；並且為正在受苦患難中的肢體和百姓禱告，另外當然

非常重要的就是關乎人靈魂的救恩。 

 

我們靠著主，倚賴祂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我們並不是

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

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我們的心不跟著新聞

起浮，或者選擇容許自己在愈來愈亂的世界裡沮喪失望，神

早就教導我們，在末期時，人的愛心會愈來愈淡，我們要警

醒禱告，求主憐憫並賜予我們信心和突破，使內裡有異象並



 

清楚瞭解神的心意，神是烈火，求主繼續燃燒著我們裡面對

人靈魂救恩的熱度！ 

 

了解神的救贖計劃並以色列的命定，何其重要！您我現正站

在終極篇當中，讓我們一起更多地領受從神來的啟示與心

意。 

 

 

神的救贖計畫與以色列的命定 

作者：全球華人敬拜中心會長 周效遠牧師 

 

神稱以色列是祂的百姓，舊約從創世記到瑪拉基書數千年的

時間，神一次又一次向祂的百姓彰顯祂是創造天地萬有的主

宰、祂是宇宙獨一的真神、祂更是守約施慈愛的神！雖然聖

經舊約主要是記載以色列這個民族的歷史，但其實神是要藉

著以色列這個民族，使我們世人能認識祂的公義慈愛和信實，

及祂所預備的救恩之路，神與以色列的特殊關係，真如聖經

敘述像一個父與子的關係，而神就是這家庭的供應者與守護

者，直到今日，創世記 17: 4-7 中 神對亞伯拉罕說：我要與



 

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

和你後裔的神。神不但立以色列為列國祭司的職份「出埃及

記 19: 5-6」， 更重要的是— 神最早將祂的旨意與救贖計畫

首先交託給以色列先知與猶太使徒們，他們將其記載在聖經

中並傳給了我們外邦人。 

 

二千多年前，當以色列人呼求神救他們脫離羅馬人的手，神

聽見了祂百姓的呼求，差遣了祂獨生愛子耶穌道成肉身，以

猶太人的身分來到世上住在他們中間；然而這次神的救贖計

畫並不只是像上次救以色列脫離法老的迫害一樣，更不是只

單純的救猶太人脫離羅馬帝國的統治，這次是為了救全人類

脫離罪的死亡，乃是為要恢復神與人在伊甸園的關係，使信

耶穌的得以進神的國，永遠與神同在！耶穌將神的救贖計畫

講給祂的門徒猶太人聽，並對祂的門徒猶太人說：去普天下

傳講天國的福音，並使萬民作主門徒！「馬太福音 28:19 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

他們施洗」。   

 



 

在神的救贖計畫中，使我們這些外邦人因信耶穌而成為神的

家人，我們如同野橄欖接在好橄欖樹上「羅馬書 12:24」，又

如同新婦嫁入神的大家庭中，也成為神的百姓！我們外邦人

因此在屬靈裏與以色列成為一家人，我們也稱他們為我們的

屬靈長兄，重要的是我們所信的都是同一位神！是亞伯拉罕、 

以撒、 雅各所信的神，因此神的大家庭裡包含了列國的基

督徒及猶太人，然而列國的基督徒知道要為彼此代禱和彼此

幫助，但我們卻常常忘了為這大家庭中的重要一份子— 我

們的長兄以色列禱告。 

 

耶穌親自教導的門徒是猶太人— 這一批世界上最早的彌賽

亞信徒完成了耶穌當初付予他們的使命，按著聖靈的感動將

福音往西傳到歐洲，「使徒行傳 1: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

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耶穌又對他們說：你們要去，使

萬民作我的門徒「馬太福音 28: 16-20」，這是神救贖計畫的

第一章，而以色列完成了這使命中最不容易的首要部份！ 

 



 

2000 年過去了，從 1948 年以色列復國開始，我們事實上可

能已開始進入神救贖計畫的最後一章，神是信實的，神奇妙

地保存祂賜給亞伯拉罕後裔的應許之地；2000 年之後，神再

次將祂的百姓猶太人，從世界各地把他們帶回到從前他們所

居住的地土上，以色列雖然因不聽從神的話，而流離失所

2000 年，但神與以色列所立的永約是不會改變的，亦就是以

色列永遠是神的百姓，也永遠是神大家庭當中的長兄，當然

最後神的救恩也必臨到以色列全家！羅馬書 11 章 25 至 26

節說：弟兄們，我不願你們不知道這奧秘，恐怕你們自以為

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心硬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

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不僅如此，神救贖計畫最

後一章，仍要以色列來完成那關鍵的使命，也就是耶穌再來

的必要條件— 在馬太福音 23 章 39 節，耶穌說：我告訴你

們，從今以後，你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 主名

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科技的進步，傳福音的方式與速度，和過去 2000 年已完全

不可相比，我們現在已無法預測神救贖計劃的最後這一章，

它的速度會進行的多快？因為現在福音透過網路與衛星數



 

秒內就能達到全地，回首 1978 年中國改革開放，中國門戶

因此大開，有誰想過這事會發生這麼如此突然？！1989 年瞬

息之間，蘇聯瓦解，如電影般的劇情，讓大家不敢相信就這

樣發生了，神打開了福音進入中國及中亞的大門，然而神並

未歇息，2010 年隨之而來的阿拉伯之春運動，直到今日仍在

快速進行中，中東門戶突然大開；不僅如此，因為持續不斷

的中東戰爭，已超過數百萬穆斯林難民，從北非與中東地區

湧入，到處是教堂林立的歐洲，神使原來看起來傳福音最艱

難之地的中東地區，現在基督徒可以直接在歐洲，向這些數

百萬且人數仍在增加中的新移民穆斯林教徒傳福音，這事何

等奇妙！ 

 

然而神救贖計畫的終結篇「最後一章」，將會是一場有史以

來最大且最激烈的屬靈爭戰序幕的開始，最終與以色列的存

在與否有直接的關係，因為神使以色列復國的命定— 就是

要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預備主的再來，這場屬靈爭戰的核心，

就是仇敵想要消滅以色列，仇敵必先使列國起來孤立以色列，

進而消滅神的百姓，試圖阻止以色列完成他們的使命，然而

也就是在這艱難的時刻，就如撒迦利亞書 12:10 說的，我必



 

將那施恩叫人懇求的靈，澆灌大衛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

們必仰望我，就是他們所扎的；必為我悲哀，如喪獨生子又

為我愁苦，如喪長子。所以當有一天我們的長兄猶太人，他

們能仰望他們所扎的耶穌基督，這就是以色列歸回後的屬靈

復興啊 !「撒迦利亞書 12 -14 章」福音傳回耶路撒冷，正以

前所未及的速度進行中，我們是耶穌的新婦，除了等待新郎

的再來，華人更應清楚知道神的救贖計畫中的「以色列的命

定」，華人應學習尊榮猶太人，因他們在神大家庭中是長子

的身分，基督徒更應與以色列同站立，祝福以色列並為以色

列求平安禱告，直到以色列能完成神所付予他們的使命，就

是在耶路撒冷城拿著棕樹枝說：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來

的是應當稱頌的！也就是歡迎耶穌的第二次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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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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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jeru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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