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133 期 

多起孤狼攻擊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著作所有 / 新聞出處：JP 

 
多數巴勒斯坦民眾對於和平計畫的冷淡，促使多起孤狼攻擊 
 

即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煽動民眾針對川普的和平計畫起義，巴勒斯坦

民眾普遍無發聲，使得個人獨自進行的恐怖攻擊更容易發生。 

 

 
2020 年 2 月 6 日，一名巴勒斯坦槍手手持衝鋒槍參加巴勒斯坦人亞

贊．阿布．塔別克（Yazan Abu Tabekh）葬禮，後者在約旦河西岸以色

列屯墾區傑寧（ Jenin），一次突襲以色列中喪生。(photo credit: 
REUTERS/MOHAMAD TOROKMAN) 

2020.02.12  猶太曆 5780       翻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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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於上週四 2/6 表示，最近在耶路撒冷與約

旦河西岸發生激增的暴力攻擊，是針對美國川普總統提出的

中東和平計畫直接回應的結果。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

哈瑪斯（Hamas）及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運動（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簡稱傑哈德）皆對美國所發表的和平計畫表示

極度不滿，呼籲群眾起來抗議，稱這項中東和平計畫為「削

弱巴勒斯坦訴求的陰謀」。 

 
阿巴斯及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Fatah，簡稱法塔赫）呼籲

民眾抵抗這項計畫，伊朗所支持的哈瑪斯及傑哈德組織，公

開鼓勵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國防軍及屯墾區居民展開攻擊

行動。 

 
阿巴斯、哈瑪斯與傑哈德針對川普計畫嚴厲的批評，無疑地

助長了近期不斷發生的暴力攻擊。這些恐怖組織告訴巴勒斯

坦百姓們，川普的計畫是對巴勒斯坦人的「宣戰」，是「美

國猶太復國主義的侵略」，是「危險陰謀」。 

 
正是這種煽動的言論，促使巴勒斯坦人走上街頭抗議美國與

以色列，焚燒川普與納坦雅胡的照片，以及燒毀美國與以色

列的國旗。並且也煽動帶領了「孤狼恐怖攻擊」，這是指單

槍匹馬的巴勒斯坦恐怖份子，獨自攻擊以色列警察、士兵，

以及屯墾區的猶太百姓。 

 
 



 

 

阿巴斯與他的拉馬拉高官們，正期望著川普計畫能觸發在約

旦河西岸有大規模非暴力示威活動，如此他們就能夠辯稱是

川普的政策施政與納坦雅胡政府威脅該地區而陷入了暴力

與流血衝突。 
 
然而，巴勒斯坦街頭未如預期發生大規模抗議行動，顯然百

姓對第三次的巴勒斯坦人起義或與以色列有重大衝突不感

興趣。民眾普遍對政府呼籲的抗議行動無反應，巴勒斯坦政

府領袖對此感到失望。 

 

阿巴斯原本希望西岸地區的大規模抗議能促進國際社會對

巴勒斯坦的支持，到目前為止，想要說服成千上萬的巴勒斯

坦人上街頭似乎不太可能，阿巴斯的計畫顯然不如預期。 

 
阿巴斯雖無法說服大批民眾上街頭，他的號召反而鼓勵了另

一群獨自進行恐攻行動的人，若持續惡化，將與 2015 以色列

政府持續讓猶太人前往聖殿山所導致的「刺刀起義」相似。 

 
2015 年的以巴衝突，又名「刺刀起義」，主要以個人的攻擊

行動為主，爆發於阿巴斯強烈譴責猶太人參訪聖殿山後，他

表示：「任何在耶路撒冷所滴的血都是被潔淨的，所有沙希

德（shahid，伊斯蘭的殉教者）都將進天堂，所有受傷的，都

將得真主的獎賞，我們不允許猶太人的腳蹤玷污阿克薩清真

寺（al-Aqsa Mosque）。」之後，阿巴斯譴責以色列政府，表

示這些反以色列攻擊之所以會發生，是由於以色列政府允許

猶太極端主義者闖進清真寺。 

 



 

 

如今，阿巴斯再次要求以色列及川普政府為近期所發生的恐

攻負全部責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官員也藉這幾天所發生

的暴力行動，指責納坦雅胡政府及以色列國防軍刻意挑釁使

緊張局勢升溫，煽動巴勒斯坦人持續反對以色列。 

 
部分巴勒斯坦人於上週四（2/6）警告，反對阿巴斯政策的法

塔赫官員、哈瑪斯及傑哈德等組織將刻意煽動西岸地區進入

大規模的暴力及混亂。法赫塔官員認為阿巴斯對待川普的計

畫過於「寬容」，也不滿他無法兌現部分承諾，包含停止與

以色列在國防安全上面的合作及撤回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 

 
另一方面，恐怖政權哈瑪斯與傑哈德期望這一波大規模反以

色列恐怖主義浪潮將導致以色列採取嚴峻的安全措施，以終

究敗壞阿巴斯政權，帶來巴勒斯坦政權瓦解，並徹底破壞以

色列與巴勒斯坦兩造之間有任何可能性的和平進程。 

 
在伊朗保護傘之下的哈瑪斯與傑哈德，正試圖向巴勒斯坦民

眾證明，比起任何的和平進程或計畫，「武裝鬥爭」是唯一

能成就實現巴勒斯坦的志願與權利的道路。 
 
 
經文與禱告 
 
歷代志下 20:3-4、20:13、20:15、20:22-23 
V.3-4 約沙法便懼怕，定意尋求耶和華，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

於是猶大人聚會，求耶和華幫助。猶大各城都有人出來尋求

耶和華。V.13 猶大眾人和他們的嬰孩、妻子、兒女都站在耶



 

 

和華面前。V.15他說：猶大眾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約沙

法王，你們請聽。耶和華對你們如此說：不要因這大軍恐懼

驚惶；因為勝敗不在乎你們，乃在乎神。V.20-23 次日清早，

眾人起來往提哥亞的曠野去。出去的時候，約沙法站著說：

猶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哪，要聽我說：信耶和華─你們的神

就必立穩；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

設立歌唱的人，頌讚耶和華，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

軍前讚美耶和華說：當稱謝耶和華，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眾人方唱歌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伏兵擊殺那來攻擊猶大

人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人，他們就被打敗了。因為

亞捫人和摩押人起來，擊殺住西珥山的人，將他們滅盡；滅

盡住西珥山的人之後，他們又彼此自相擊殺。 
	

約翰福音 10:16 
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

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照片提供：IDF 

 



 

 

親愛的天父，當我們看到這次在約旦河西岸中的巴勒斯坦百

姓無意聚眾暴動，真是大大歡呼，就好像長久為他們禱告守

望，看見曙光出現般的興奮與期待，天父，求祢繼續動工在

巴勒斯坦百姓裡面，神的光光照他們，祢是他們的好牧人，

引領他們回家，聽祢的聲音，他們的生命歸於祢，不再被仇

敵利用，求祢繼續動工在加薩巴勒斯坦百姓並西岸零星的民

眾裡面，拜壞一切仇敵的計畫，好讓孤狼變綿羊，所有一切

可能性會變成孤狼的巴勒斯坦百姓，我們為他們禱告，一一

都要合成一群，聽聞福音，石心轉化成肉心，歸一個牧人主

耶穌，得救贖與復活的生命。天父，我們要為這次在孤狼恐

怖攻擊中，是祢特特地保護猶太百姓生命，沒有釀成更大的

災難，向祢獻上感謝。同時，我們為著如今仍在醫院救護的

士兵與邊境警察禱告，祢保護他們遠離一切危難，醫治與恢

復的能力覆庇他們。為著以色列回應川普中東和平計畫來禱

告，以色列首要的是尋求父的面，而不是強國盟友，因為人

會改變，唯有祢不改變。我們禱告以色列全地猶太百姓定意

尋求耶和華，有可聽的耳，並常頌讚耶和華。天父，是祢藉

由以色列讓列國看見，這是祢自己的作為，我們禱告，祢使

阿巴斯與哈瑪斯甚至是傑哈德這三方勢力瓦解，彼此利益無

法謀和，自相擊殺，敗壞彼此的權勢。禱告以色列民因信耶

和華就必立穩，勝敗不在乎人的作為，全在乎耶和華。當稱

謝耶和華，因天父的慈愛永遠長存！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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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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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截止日期：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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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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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退少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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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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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退少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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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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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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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表

報名截止日期：2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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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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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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