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129 期 
 
新聞出處：The Times Of Israel 
 

暴雨襲擊以色列 

上週末來襲的洪水損壞軍用戰機；維修恐花費數千萬 
軍方表示南部空軍機庫被暴雨急速淹滿，來不及撤出軍機 
 

  
位於以色列南部內蓋夫沙漠的奧夫達空軍基地(Ovda air force base)控
制塔，2019 年 11 月 11 日攝影。(Yonatan Sindel/Flash90) 

2020.01.16  猶太曆 5780   翻譯：Sasha Feng、Samuel Chang    編審：雲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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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的大雨淹進機庫，造成數架戰鬥機損壞。軍方試圖掩蓋

消息，但最終已於 1/12 星期日證實此事。修理費用估計要花

幾千萬舍克勒。 

 
軍方表示，「有數架飛機被損，它們將被維修，並在未來幾天

內重返飛行。」 

 
上週，嚴重的洪水衝擊了以色列沿岸以及內蓋夫沙漠。根據

以色列國防軍報告，南部一座未公開的空軍基地被暴雨侵

襲，而周圍漲溢的溪水淹進了戰機所停放的機庫中。 

 
其中一架 F-16 戰機浸泡在充滿雨水的機庫中，照片於星期日

下午軍方同意刊出，在社群媒體上被瘋狂轉貼。 

 
 

 
被泡水的 F-16 戰機。(Credit: IDF) 
 



 

 

軍方沒有具體說明被洪水損壞的飛機其確切數量和種類。 

 
以色列電視新聞報導，幾名機組人員也困在淹水 1.5 公尺（4.5

英尺）的機庫內，需要救援。以色列國防軍沒有馬上確認這

項報導，僅表示沒有人因洪水受傷。 

 

 
2020 年 1 月 8 日，在以色列北部的納哈里亞城市(Nahariya City)，軍

用車載人經過被洪水淹沒的馬路上。(Meir Vaknin/Flash90) 

 
 
軍方表示，空軍基地的工作人員在整個週末已將雨水抽出機

庫外。 

 
上週三(1/8)，一名 38歲的以色列男性，Moti Ben Shabbat，

試圖搶救一對困在洪水車中的母子，不幸在過程中喪生於以

國北邊。本月稍早，也有兩個人在特拉維夫，因洪水倒灌電

梯內不幸喪生。 



軍方表示，空軍基地的工作人員在整個週末已將雨水抽出機

庫外。 

上週三(1/8)，一名 38歲的以色列男性，Moti Ben Shabbat，

試圖搶救一對困在洪水車中的母子，不幸在過程中喪生於以

國北邊。本月稍早，也有兩個人在特拉維夫，因洪水倒灌電

梯內不幸喪生。 

目前為止，本季已發生七起安息日死亡的案例，皆因於國內

多處遭到龐大降雨導致的洪水造成。 



強降雨造成納哈里亞市，位於黎巴嫩邊境、多達 50,000 人的

沿海城市嚴重淹水。拖拉機和軍車都派上用場，協助居民從

大水淹沒的的街道中脫困。 

以下是來自以色列當地新聞媒體視頻報導。 

詩篇 29:10-11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著為王；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

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

的百姓。 

希伯來書 11:6-7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必須信

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人。挪亞因著信，既蒙神指示

他未見的事，動了敬畏的心，預備了一隻方舟，使他全家得

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kgvgX8plJY&feature=emb_logo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這次七位罹難者的家屬與摯友來到祢

面前禱告，求祢寬慰他們的心，帶領猶太人彌賽亞信徒能夠

有機會接觸他們，在這些失去家人與摯友的身邊有主的僕人

使女，不僅為他們禱告更是將他們帶到父的面前。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我們為著所有來到祢面前並已經是接觸

福音的猶太百姓禱告，求主恩待他們，聖靈充滿使他們信那

賞賜尋求的神，使他們動了敬畏的心，義人必因信得生，求

主引領猶太子民全家得救。這次暴雨洪水重創以色列，然而

我們深信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仍坐著為王；感謝主，在南

地空軍基地沒有士兵傷亡，我們禱告天父必幫助且賜力量給

屬祢的百姓，在修復飛機當中給軍方夠用的恩典與能力，給

政府有智慧與策略知道如何善修排水系統，願神賜平安的福

給祢的百姓。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1962 年 5 月，以色列經歷暴雨，參加獨立紀念日遊行的猶太百姓們

不畏強風暴雨仍然參加，如此的天氣導致 IDF空軍表演臨時被迫取消。

幸運的是，在遊行即將結束時，太陽出來了，空軍表演如期展出。這

張歷史照片，人們站立在報社總部前面，現在是 Pub, 已於 2019 年 12
月拆除。(照片提供：GPO) 



 

 

新聞出處：JP 
 

2019 年 3萬 4千人歸回以色列 
 

歸回的十年：自 2010 年到 2019 年， 
有超過 25 萬名來自 150個國家的人移民以色列。 

 
2019 年有 3 萬 4 千民歸回者於移民以色列年，為這十

年間最多人歸回以色列的一年。 
 
 

 
以撒•赫爾佐格(Isaac Herzog)於 2019 年 12 月 18號接見自 2010 年接

見近十年內的歸回者及孩子們。(photo credit: JEWISH AGENCY) 

 
 
以色列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於去年底 12 月 22 日週日

報告，2010 年至 2019 年底，已有超過 25 萬名來自 150個國

家的歸回者(olim)移民以色列。 



 

 

光是 2019 年就有 3 萬 4 千名新移民，為這十年的最高紀錄，

比曾保持紀錄的 2015 年多 3 千人，也比 2018 年多 3 千 5百

人。 

 
猶太事務局主席以撒·赫爾佐格(Isaac Herzog)於週三(12/18)

接見近十年內移民以色列的新移民，許多帶著孩子及嬰兒，

身上穿的 T恤寫著「以色列製造(Made in Israel)」。赫爾佐格

表示：「你們從世界各個角落回到這裡成就了對錫安的夢想，

及堅固以色列這個國家，而能見到下一代總是令人興奮的事

情。」 

 
這十年來，移民以色列最多的前五個國家分別為俄羅斯

(66,800 人)、烏克蘭(45,670 人) 、法國(38,000 人)、美國(32,000

人)及衣索比亞(10,500 人)。 

 
超過 13 萬移民來自前蘇聯，5 萬 5 千來自歐洲，3 萬 6 千來

自北美。 

 
13,420 名來自拉丁美洲，超過 2 千 5百名來自南非，從大洋

洲(以澳洲為主)歸回將近 2 千名。 

 
猶太事務局也表示 3,000左右的人來自中東國家，1,200 名來

自印度，190 名來自中國及香港。 

 
值得注意的是有超過三千名歸回者來自尚未與以色列建立

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 
 



 

 

2010到 2014 年間，每年歸回者總數從未達 2 萬。2014 年後，

人數就超過 2 萬 6 千 5，甚至在 2015、2018 及 2019 年超過

3 萬人。 
 
根據以色列 Ynet 新聞網站報導，自 1948 年起已有 330 萬人

移民以色列，1990 年後的移民佔 44%。 
 

以賽亞書 62:10-12 

你們當從門經過經過，預備百姓的路；修築修築大道，撿去

石頭，為萬民豎立大旗，看哪，耶和華曾宣告到地極，對錫

安的居民（原文是女子）說：你的拯救者來到。他的賞賜在

他那裡；他的報應在他面前。 

人必稱他們為聖民，為耶和華的贖民；你也必稱為被眷顧、

不撇棄的城。 
 

以賽亞書 49:5 

耶和華從我出胎，造就我作他的僕人，要使雅各歸向他，使

以色列到他那裡聚集。原來耶和華看我為尊貴；我的神也成

為我的力量。 
 

 
照片提供：myjewishlearing.com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 2019 年歸回 3 萬 4 千名猶太人至以

色列向祢獻上感謝，這 10 年來，今年在猶太人歸回上是最高

的紀錄，真為美好。猶太子民從出母腹時，便已造就成為要

歸向祢的子民，並到祢這裡聚集。我們為著祢看為尊貴的以

色列百姓來禱告，求祢繼續引領在海外的猶太人能夠歸回到

這塊應許之地，祢在他們當中成為猶太長兄的力量與幫助，

引領他們早早飽得天父的慈愛，得著祢的救恩。天父，這些

年間祢帶領華人，無論在禱告和金錢的支持上，祝福以色列，

使猶太百姓蒙恩，求祢繼續引領我們，特別在衣索比亞猶太

人歸回事工上，成為預備道路的一份子，修築修築大道，撿

去石頭，為萬民豎立大旗。深願華人站立在猶太長兄身後，

歡呼我們的賞賜者、拯救者來到，我們在這被眷顧、不撇棄

的城中等候彌賽亞的再來。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感謝

讚美主。禱告奉靠耶穌基督寶貴的聖名，阿們。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清晨日出。(照片提供：CANWF in J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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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