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130 期 
 
參考新聞：JP, i24V 
 

哈瑪斯與巴勒斯坦愛恨情仇 

 
根據以色列當地新聞電視 i24V 並報紙媒體 JP 報導，國際中

東和平進程特別協調員於 1/15 週三返回加薩走廊，以尋求哈

瑪斯與以色列達成長期停火協議。聯合國官員從埃雷茲過境

點（Erez Border Crossing）進入加薩走廊後，當地立即向以色

列發射了四枚火箭彈。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其中兩枚火箭彈

落在空地上，另外兩枚被鐵穹攔截。目前尚不清楚是誰發動

了火箭襲擊。是哈瑪斯？還是武力僅次於哈瑪斯並與其友好

的伊斯蘭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截至目前為止，尚不清

楚是誰發動了火箭襲擊。無論是誰，這無疑是給以色列來個

下馬威，意思是，無論是誰來談判，我就是老大，如同巨人

歌利亞威嚇當時以色列軍民一樣，總是喜歡以自滿並釋放恐

懼來威嚇對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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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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薩的哈瑪斯成員。（照片提供：路透社） 

 
當以色列與哈瑪斯在加薩走廊達成長期停火協議之際，我們

看見媒體報導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亦稱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對此深表關切。巴勒斯坦官員甚至警告表示，哈

瑪斯無權與以色列或任何其他政黨進行談判，特別是有關加

薩走廊現今與未來的局勢。 

 
然而，我們知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與哈瑪斯不對盤的時候，

就會高唱著，是哈瑪斯搶走了我們的加薩，這件事始自 2007

年夏季，哈瑪斯成功地以暴力奪取了對加薩走廊的控制權後，

對於法塔赫政權的巴解組織而言，時不時就會高唱著哈瑪斯

無權代表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或其他任何政黨甚或國家達

成任何協議。這個部分，我們需要再進深地來看，以色列也

是因為 2007 年 6 月哈瑪斯與巴勒斯坦加薩之戰，當時哈瑪

斯以暴力取勝，奪取了加薩走廊；爾後，以色列才開始嚴密

封鎖加薩走廊，埃及也關閉了與加薩走廊南部的邊界。然而，

媒體總是責怪以色列，並表示加薩巴勒斯坦居民只能靠救濟

並與埃及之間的地道掙扎求生存；世俗媒體什麼都責怪以色

列，世界跟隨主流媒體聞雞起舞，這些對以色列的論述與批

評，其媒體的矜愚飾智，真是讓人咋舌。 



 

 

 
殘破不堪的加薩。(Credit: Finbarr O'Reilly / Reuters) 

 
日前，除聯合國外，埃及和卡塔仍一直在努力加強以色列和

哈瑪斯之間能夠達成先前的諒解，以實現對加薩走廊放寬限

制，也保持以色列鄰近加薩的邊境地區有所平靜。根據耶路

撒冷郵報媒體報導，這是經由各種消息來源，以色列最近採

取了一些措施，對哈瑪斯統治的沿海飛地放寬了限制。包括

擴大漁民捕魚區，以及向加薩走廊的商人發放數千張許可證

能夠進入以色列。然而，好面子的哈瑪斯仍然否認他們正在

努力與以色列達成新的協議，哈瑪斯表示，這些只不過是埃

及和卡塔一廂情願罷了。 

 
不過，熟知哈瑪斯恐怖政權的法塔赫政權下的巴勒斯坦自治

政府，堅信哈瑪斯正在尋求與以色列達成政治協議，以確保

能夠繼續控制加薩走廊；巴勒斯坦官員們更進一步表示，哈

瑪斯的舉動不過是在為美國川普政府所倡議的世紀協議「中

東和平計畫」來鋪路，巴勒斯坦官員們要大家來想想，停戰

協議達成後，哈瑪斯能夠得著什麼樣的回報？還是只不過想

要繼續控制加薩走廊。 



 

 

 
2017 年 5 月 13 日，在約旦河西岸拉馬拉的一所中學內舉行當地選

舉。(Credit: Issam Rimawi / Anadolu Agency) 
 

哈馬斯為何希望舉行巴勒斯坦大選 
 

阿巴斯今年 85歲，自 2005年 1月 15日起擔任巴勒斯坦權

力機構主席。自從他在聯合國發表談話以來，他一直忙於如

何組織選舉以及在何處選舉巴勒斯坦各派進行諮詢。選舉是

為了重振巴勒斯坦政府的合法性並加強民主，但阿巴斯只選

擇解散並組織了議會選舉，該選舉在 2006 年由他的政治對

手主導，當時哈瑪斯便贏得了 57.6％的選票，哈瑪斯之所以

能夠深獲民意，當時競選手法是掛羊頭賣狗肉，大量興建孤

兒院、慈善機構林立，以騙取人民選票。如今，加薩百姓身

處在幾乎已面臨滅頂的苦境下，真是有苦說不出來，畢竟這

是當初自己所投下的一票，選出這掛羊頭賣狗肉的恐怖政權。 

 
 



 

 

現今，西岸巴勒斯坦百姓對於阿巴斯已失去信心，這倒也不

奇怪，巴勒斯坦政府高度腐敗；對於巴勒斯坦百姓而言，政

府與以色列定居點的安全協調；又未能從以色列手中奪回耶

路撒冷；巴勒斯坦人普遍認為，阿巴斯代表著壓倒一個年輕

國家的無能和衰老的領導地位。 
 

 
2019年2月25日，在約旦河西岸的示劍，僅上百位參加造勢，舉起巴

勒斯坦國旗，以及法塔赫運動的旗幟和橫幅，支持巴勒斯坦主席阿巴

斯。(Credit: Nedal Eshtayah / Anadolu Agency) 

 
哈瑪斯恐怖政權基本上是一個解放運動，所帶來的是加薩巴

勒斯坦百姓生活在封鎖之下，愈發悲慘。實際上，一個解放

運動組織怎麼有能力照顧百姓？！哈瑪斯沒有能力照顧百

姓，2006年贏得選舉之後，忙於解決日常問題而分散了其主

要任務，這時才發現，原來在國際禁運之下，對人民進行統

治並不是來進行個野餐就可了事的。 



 

 

這也是讓我們看到，在 2017 年將加薩政府交給法塔赫政權

的原因，原本應該隨後進行的議會和總統選舉，也如泡沫幻

影從未實現。 

 
哈馬斯期盼舉行選舉即出於地緣和戰略原因，無論加薩力量

多麼強大，僅靠加薩就無法實現解放。它必須由西岸牽頭，

但是，由於以色列定居區和巴勒斯坦權力機構之間的安全合

作，哈瑪斯與公眾接觸的能力（更不用說進行大規模的抵抗

行動）已急劇下降。因此，該運動希望，預期的選舉結果可

以帶來一個更具抵抗力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或者至少可

以利用巴勒斯坦權力機構與定居點的安全合作，並為國民工

作提供更好的環境。 
 

 
2017年 9月 17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解散在加薩籌組的

「行政委員會」（Administrative Committee）以舉行大選，並和巴勒斯

坦共組聯合政府。然而，（圖左）哈瑪斯恐怖政權領導人哈尼亞（Ismail 

Haniya），當然不願意卸任，目前仍佔位不願意退讓。（圖右）辛瓦爾

（Yehiyeh Sinwar）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委派擔任加薩走廊領導人。 



 

 

如果還舉行總統選舉，那將會是哈瑪斯擺脫阿巴斯的絕好機

會。從伊斯蘭運動的角度來看，任何人都會是比阿巴斯更好

的巴勒斯坦總統。即使哈瑪斯沒有在西岸和加薩走廊獲勝，

也沒有人會冒險解除加薩的巴勒斯坦派系的武裝，因此，根

據這種演算，如果舉行選舉，即使哈瑪斯沒有贏得巴勒斯坦

議會的一個席位，只要將阿巴斯主席換下來，哈瑪斯也將成

為贏家。 

 
 

經文 
 

馬太福音 12:25-26、29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

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若撒但趕逐撒但，

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人怎能進壯士家裡，

搶奪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壯士，才可以搶奪他的家財。 
 

以賽亞書 43:19-21 
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

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野地的走獸必尊重我；野

狗和鴕鳥也必如此因我使曠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賜給我

的百姓、我的選民喝。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

的美德。 

 
 
 
 



 

 

禱告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哈瑪斯與巴勒斯坦這兩個恐怖政權瓦

解來到祢面前禱告，祢教導我們，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

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我們奉主耶穌聖名禱告，

先捆住這惡者壯士，以搶奪回巴勒斯坦百姓的靈魂。天父，

祢在其中作王掌權，祢已看見無論是約旦河西岸或加薩百姓

的苦情，特別是加薩百姓，生活在無水無藥缺乏各樣資源之

中，他們所擁有的只是絕望。然而，我們要著我們的神起來

為這地百姓代求，這地百姓所擁有的盼望全在乎耶和華。天

父，求祢在這些年間復興祢的作為，這地百姓需要祢的憐憫，

得著救贖，祢在異夢中對他們說話，他們需要耶穌，耶穌是

他們的道路真理與生命。當我們看到兩個恐怖政權自相紛爭

站立不住時，列國必看見在以色列這地，正是神在作新事，

祢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我們會看見許多不可能

的事變為可能，更多的猶太百姓與巴勒斯坦百姓在約旦河西

岸和睦的好消息要傳揚開來，祢賜給祢的百姓，是祢的選民

來喝那生命的活水。因這百姓是祢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祢

的美德。我們會看見許多以色列百姓起來祝福加薩百姓，我

們奉主名宣告，美好事正在發生！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阿

們。 
 
 
 
 
 
 



2020 JPB 第四屆以色列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
2020/06/01~06/10 (報名截止日期：2020/01/31)

桃園機場出發航班資訊

主辦單位：國家祈禱早餐籌委會 /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執行單位：佳音廣播電台 / 社團法人台灣以色列福音差傳協會

時間

高雄小港機場出發航班資訊

時間



6/1(一)
晚上 11:00 抵達以色列特拉維夫機場–往耶路撒冷–入住飯店休息。

6/2(二)
飯店自助式早餐–前往聖殿山–大衛森中心，聖殿南面遺址，耶路撒冷考古
公園–西牆禱告–午餐–參訪大衛城–客西馬尼園–橄欖山觀景台俯瞰耶路
撒冷城老城–前往耶路撒冷早餐會報到處領取名牌與資料–飯店豐盛自助晚
餐。

6/3 (三) (今日行程，會根據大會當天活動調整)
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早餐會聚會(以大會安排活動為主)–午餐–以色列博物
館，認識第二聖殿時期耶路撒冷城及觀賞死海古卷–飯店豐盛自助晚餐–飯
店豐盛自助晚餐–自由參加晚上的敬拜音樂晚會。 

6/4(四) (今日行程，會根據大會當天活動調整)
上午 07:30 參加早餐會的上午晨禱聚會(含早餐)–上午大會結束後–午餐–苦
路14站–聖安娜教堂開始–畢士大池–鋪華石處(天主教傳統認為這裡是耶穌
被釘十字架前一晚被關之處)–聖墓教堂(天主教傳統認為這裡是耶穌被釘十字
架與埋葬之處)–飯店豐盛自助晚餐 。

6/5(五)
飯店自助早餐–參訪大屠殺紀念館–馬可樓–雞鳴堂–前往伯利恆–阿拉伯
午餐–參訪主誕堂–回耶路撒冷–前往花園墳墓參觀–飯店豐盛自助晚餐。



6/6 (六)
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以色列與約旦邊界(車上主日聚會)–過邊界進入約旦–
前往瑪達巴享用阿拉伯式豐盛午餐–參訪瑪達巴教堂、觀賞據說是最古老馬
賽克中東地圖全貌–前往尼泊山，在這山上神指給摩西看祂要賜給以色列人
的應許之地，在此若天氣晴朗可看見耶利哥城與橄欖山–前往佩特拉Petra，
以東地–入住飯店–飯店豐盛自助晚餐。

6/7 (日)
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佩特拉玫瑰古城–結束後返回佩特拉Petra–午餐–前
往死海地區–入住死海飯店–死海浮泳–飯店豐盛自助晚餐。

6/8 (一)
飯店自助早餐後–前往約旦與以色列邊界–過邊界進入以色列–午餐–往昆
蘭，發現死海古卷處–前往馬薩大(以色列人抵抗羅馬軍隊入侵的最後據點)– 
往加利利海–入住飯店–飯店豐盛自助晚餐。

6/9 (二)
飯店自助早餐後–搭耶穌船(船上獻感恩祭)–抹大拉瑪利亞教堂，記念耶穌醫
治血漏婦人之處–猶太人集體農場Kibbutz–於加利利湖邊美味彼得魚午餐– 
拿撒勒–參訪報喜堂，約瑟的家–前往藍洞，以色列與黎巴嫩邊界–往特拉
維夫–往約帕，觀賞地中海夕陽–晚餐–往機場搭LY75 22:30回台灣。



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2020/01/31
注意事項：1、每項均須填寫。 2、請附上護照影本。 3、請確實簽名。

姓名：(中文)                             (英文/同護照上)： 

出生年/月/日：                          性別：                      職業類別：

國籍：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護照發照日：                           護照效期截止日：

地址：(中文)

聯絡手機：                           電話(市話)：

LINE ID：                           (需建立聯絡群組)  E-mail：

＊請註明是否有任何飲食上或行動上的特別需要：

＊報名後若因故不能參加，已繳交的費用可轉讓其他位報名者加入；若沒有找到其他

位報名者加入，因此產生的費用損失，如：因機票退票而產生的航空公司罰款、大會

報名費及以色列當地旅行社必須收的手續費，本人願意承擔。另參加者須接受主辦單

位的住房安排。

本人                                        同意 (請簽名)            

＊收據 抬頭：                                  統編：

＊大會報名費用：以色列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大會報名費預估美金250元(大會尚未確定最終報                     
                        名費，多退少補)。

＊桃園機場出發團費：現金價初估新台幣101,500元（此為預估達40人團費價錢，若未達40人團

   費將按實際人數調整），此團費含桃園出發來回機票價33,000元(最終機票費用以開票日當日

   稅金為準，多退少補)、約旦簽證費、4星級以上與5星飯店住宿、早、午、晚餐、巴士、保

   險、司機及導遊小費等，信用卡付費需加收手續費2%。

＊高雄小港機場出發團費：現金價初估新台幣105,500元（此為預估達40人團費價錢，若未達40

   人團費將按實際人數調整），此團費含高雄出發來回機票價37,000元 (最終機票費用以開票

   日當日稅金為準，多退少補)、約旦簽證費、4星級以上與5星飯店住宿、早、午、晚餐、巴

   士、保險、司機及導遊小費等，信用卡付費需加收手續費2%。

＊報名費：報名費新台幣20,000元，須於2020/01/31 前繳交才算完成報名。(報名表填寫完成，

               請E-mail至：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或傳真至：02-8192-6895。)

＊繳款銀行：永豐銀行 807 敦北分行    帳號：002-018-000351-9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以色列福音差傳協會 

＊如需國禱籌備會寄發個別邀請函，請洽：(02) 2369-9050＃703 陳姐妹

＊如有行程與繳費問題，請洽詢：(02) 7736-6252 陳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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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