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戰事一觸即發 

新聞出處：BIN |新聞日期：2020/6/30 

藉由敬拜中心為您翻譯與字幕的影片，您可以看見
神是如何幫助以色列戰勝仇敵，願愛主的人如光輝
烈烈！有許多以色列國防軍將領士兵們被主得著，
神是以色列的山寨與避難所︒讓我們一起來觀看在
美國公共事務委員會AIPAC會議上，來自以色列 IDF 
的簡報分享︒

2 0 2 0 . 7 . 9 猶太曆 5780 翻譯：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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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youtu.be/pTFjYpJHZzA


2016 年 2 月 26 日，黎巴嫩南部城鎮斯里法（Srifa）：在真主黨葬禮

上，村民抬著其中真主黨在敘利亞戰役中喪命的一名戰士與一名指揮

官。(Credit: Shutterstock) 

媒體報導指稱，治理黎巴嫩頗具成效的恐怖組織真主黨已宣

布，他們將在今年夏天攻擊以色列。 

以色列廣播公司 「簡稱 Kan」 引述沙烏地阿拉伯報紙「烏

加茲日報」(Okaz)於 6/25 周四發布訊息，在「烏加茲日報」

的報導中提到，貝魯特 (Beirut) 的外交消息人士指出，在不

久將來戰爭即將來臨，這是因為真主黨感到四面楚歌，因此

更願意採取極端手段尋求突圍。消息來源表示：「對以色列

發動戰爭可以扭轉局勢，他們手中才能握有好牌。」外交消

息人士還表示，在美國總統大選前，位於黎巴嫩和敘利亞北

方的邊界也可能爆發衝突。 

據報導黎巴嫩真主黨將在今年夏天對以色列發動戰爭



 

根據黎巴嫩日報 (A-Nahar) 本週的報導，真主黨圈內人士正

商討八月可能對以色列發動戰爭。幾天前，美國《保護敘利

亞平民的凱撒法案》（Caesar Syria Civilian Protection Act）才

剛生效。該立法將對包括敘利亞總統阿塞德（Bashar al-Assad）

在內的敘利亞政府施予經濟制裁，理由是他們對敘利亞人民

犯下戰爭罪行。這項立法會對黎巴嫩和黎巴嫩真主黨造成經

濟上的影響。由於伊朗和俄羅斯政府在敘利亞內戰中支持阿

塞德，因此這兩國控制的政治實體也會受到波及。 

 

真主黨領袖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在最後談話

中威脅道：「我們將殺死所有人對我們這樣說的話：『要嘛

你將死於飢餓，要嘛我們為了奪取真主黨武器將殺你』，對

這些人，我們絕對格殺勿論。」 

 

上週末(6/27)，真主黨的軍事部門公布一段影片，要對以色列

心戰喊話。影片中提到，儘管以色列試圖攔阻真主黨取得先

進武器，但他們要傳達的訊息是，他們的軍火庫仍擁有精準

無比的飛彈。影片中使用納斯魯拉先前演說時四平八穩的談

話錄音。 

 

一般認為，真主黨是世界上火力最強大的非國家行為者 

(Non-State Actor)，比黎巴嫩軍隊還強大。真主黨擁有的火箭

數量預估在 4 萬枚到 15 萬枚之間，遠超出世上多數國家。

據傳聞，自 2010年以來，真主黨從敘利亞取得火力強大的蘇

聯製大型飛毛腿飛彈（Scud）。真主黨擁有的防空飛彈與反

艦飛彈為數不多，但卻有運用自如的數千枚反戰車飛彈。 



相較之下，真主黨在 2006 年戰爭中，對以色列北部發射了

4,000枚短程火箭，估計造成了 50名以色列人喪命。 

埃胡德．埃蘭 (Ehud Eilam) 博士在以色列智囊團的比金薩達

特戰略研究中心（Begin- 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發

表的文章中，指出真主黨飛彈的威脅。 

以色列國防軍雖然擁有比真主黨更多的武器設備，且部署更

多人力，但真主黨卻有高達 15萬枚砲彈瞄準以色列。以色列

全境都在真主黨飛彈的射程範圍，但主要是針對以色列北部 

。真主黨擁有可觀的火箭數量，代表以色列的飛彈防禦系統，

例如鐵穹防禦系統 (Iron Dome) 只能攔截其中一些飛彈。唯

一能完全杜絕飛彈和火箭發射的做法，就是在黎巴嫩境內發

動大規模的攻擊行動。 

以色列空軍 (IAF) 持續操演，希望發動數千架次突襲，旨在

摧毀真主黨的目標，主要針對其火箭設施。但以色列空軍可

能無法獨立完成這項任務，特別是當機場設施遭到火箭擊中

後。因此以色列可能別無選擇，只能展開大規模地面攻擊行

動。 

如果真主黨先向以色列城市開火，將迫使以色列，只能立即

採取大規模行動作為回應。雖然以色列不太可能發動先發制

人的攻擊，但最重要的是要出其不意，讓真主黨措手不及。 



「相較於真主黨，以色列國防軍具有壓倒性優勢，但真主黨

主要擁有飛彈和火箭，因此有相對優勢。雙方將持續避免發

動代價高昂的戰爭，但戰爭仍可能一觸即發，可能是違反一

方意願，或是違反雙方意願。」 

 傳道書 3:1、8、11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喜愛有時，恨惡有時；

爭戰有時，和好有時。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

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馬可福音 13:7-8 

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這些事是必須有的，

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地

震、饑荒。這都是災難的起頭。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黎巴嫩目前處心積慮地要傷害以色列

的計謀來禱告祢作王掌權，祢不僅敗壞仇敵的詭計，更是保

護以色列在祢至高者隱密處並在祢全能者的蔭下。藉由以色

列國防軍在AIPAC會議上與眾多人的分享，將許多真主黨挖

地道到以色列之事揭露出來，使我們驚嘆真主黨已經有這麼

高超的技術。 ＝



然而，祢教導我們縱使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不要驚慌，

這些事是必須有的，祢作王掌權在所有國與國之間，特別是

在以色列與鄰國，黎巴嫩、約旦、埃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凡

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都在神的手中計畫安排，

任何想要打壞神的計畫時間表，我們禱告都要被敗壞揭露出

來，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

裡。我們禱告祢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做新事；得著更多的猶太

與阿拉伯百姓，好將永生安置在他們心裡。禱告奉主耶穌基

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Credit: 西牆禱告/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所有 



聯手對抗以色列 

新聞出處：Ynet News |新聞日期：2020/7/2 

以色列是唯一的敵人：法塔赫對手哈瑪斯， 

雙方聯盟一起對抗以色列 

法塔赫高級官員和哈瑪斯副總理召開罕見的聯合新聞發布

會，警告以色列不應輕忽巴勒斯坦「反吞併的決心」。哈瑪

斯領袖表示，「我們將在各個村落城鎮反抗以色列的佔領。」 

哈瑪斯慶祝組織成立 32週年。(Photo Credit: Reuters) 

曾是武裝份子的法塔赫高階官員吉布里爾．拉吉布（Jibil 

Rajoub）表示：「我們現在談的是聯合對抗，也是地面作戰。 



 

我們呼籲巴勒斯坦所有派系，將哈瑪斯與法塔赫的合作視為

歷史機遇，為了巴勒斯坦建國以及反對以色列佔領土地進行

聯合抗爭。」 

 

 
法塔赫高階官員吉布里爾．拉吉布（Jibril Rajoub）。(Photo: Amit Shaabi ) 

 

法塔赫官員表示：「我們只與以色列為敵。」拉吉布稱哈瑪

斯為對抗併吞行動中「不可或缺的伙伴」。「我們離開會議

時，都團結在一個旗幟下，因為我們都反對併吞。我們希望

哈瑪斯與法塔赫的關係能夠展開新的一頁，為人民、被囚者

和眾多烈士立下榜樣。」哈瑪斯政治副手薩利赫．阿魯里

（Saleh al-Arouri）在黎巴嫩透過視訊發表談話時表示，以色

列不應「輕忽巴勒斯坦人的決心」，我們將不惜一切代價反

對併吞。 

 

阿魯里表示：「如果以色列併吞約旦河西岸部分領土，無論

是哪塊領土，他們都將繼續併吞更多土地。這也表明以色列

將約旦河西岸視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哈瑪斯政治副手

薩利赫．阿魯里

(Saleh al-Arouri)。

(Credit: Ynet News) 

 

 

 

 

他繼續指責以色列民眾，認為他們比 1948 年獨立戰爭時期

更偏右翼，並感謝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反對以色列政府的併吞

計劃，他稱這些居住在 1948 年以色列邊界內的巴勒斯坦人

為阿拉伯裔以色列人。 

 

「我們已做好準備，要在當地與政治領域，以及村落城鎮對

抗以色列佔領。我們要告訴以色列人，以色列併吞計劃將不

會實現。」 

 

 
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抗議併吞計劃。(Photo: Ido ) 



 

詩篇 89:8-18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哪一個大能者像你耶和華？你的信實

是在你的四圍。你管轄海的狂傲；波浪翻騰，你就使他平靜

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已殺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

散了你的仇敵。天屬你，地也屬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滿的都

為你所建立。南北為你所創造；他泊和黑門都因你的名歡呼。

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舉。公義和公

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知道向你歡呼

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華啊，他們在你臉上的光裡行走。

他們因你的名終日歡樂，因你的公義得以高舉。你是他們力

量的榮耀；因為你喜悅我們，我們的角必被高舉。我們的盾

牌屬耶和華；我們的王屬以色列的聖者。 

 

馬可福音 3:25-26 

若一家自相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但自相攻打紛爭，

他就站立不住，必要滅亡。 

 

 

親愛的天父，哪一個大能者能夠像祢耶和華！祢的信實是在

祢的四圍，祢是以色列力量的榮耀，因祢喜悅祢眼中的瞳仁，

我們宣告以色列的角要被高舉，以色列的盾牌屬耶和華，斷

沒有任何的詭計迫害來傷害以色列。我們為著以色列認識耶

穌要因神的名終日歡樂禱告，知道向神歡呼的那民是有福的 

！天父，祢不僅在這個時刻保護祢的民，並揭去百姓面上的

帕子，叫百姓在祢臉上的光裡行走。 

 



 

我們奉主的名宣告祝福以色列，神的寶座設立在以色列，滿

有公義與公平，好叫以色列在猶大和撒瑪利亞之地歸屬上，

追隨著神的慈愛和誠實，並行在公義與公平裡，善待巴勒斯

坦百姓，因神的公義而被高舉。天父，祢是以色列的聖者，

是以色列素來所倚靠的；我們禱告祢使兩個恐怖政權法塔赫

與哈瑪斯站立不住，無論是在約旦河西岸與加薩走廊這兩個

恐怖政權求祢敗壞他們的聯盟，使他們內藏的詭計顯露出來 

，好叫他們自相紛爭站立不住，終致滅亡。為著所有在猶大

和撒瑪利亞之地的猶太百姓與巴勒斯坦百姓得蒙神看顧，保

守生命，不被仇敵誘惑傷害自己的生命，天父祢的愛充滿在

年輕人生命裡面，恢復這世代祢所創造的美好，願祢睜眼看

側耳聽這地向祢的呼求。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

們。 

 

 

 

感謝您繼續關注追蹤支持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最近

因官網網站需要重整更新，若您訂閱每週以色列焦點，為避

免您在官網上訂閱電子報發生問題，以及我們因重整更新收

不 到 您 的 來 信 ， 煩 請 您 來 信 Email 向 我 們 訂 閱 

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留下您的訂閱者姓名與您

要收信的 Email address即可。謝謝您。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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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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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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