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萬民眾怒吼 

新聞出處：Ynet News |新聞日期：2020/7/09 

 

冠狀病毒威脅下以色列民眾的生活日常 

 

一名以色列國防軍 (IDF) 完成了自主隔離，卻無法獲得病毒

檢測結果。商家、健身房運動者和婚禮上賓客都對每天朝令

夕改的的法令嗤之以鼻。民眾對政府應保障人民安全的信心

全都喪失殆盡，以色列接下來的日子應該不會太好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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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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outube.com/embed/lLkKYxNPWPs?feature=oem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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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主隔離檢測現況 

五天前，一名以色列國防軍機密單位服役的士兵，得知朋友

檢測冠狀病毒呈陽性後，便自願進行自主隔離。 

 

這名士兵是在自主隔離前接受病毒檢測，但直到週三晚上

(7/8)為止，他仍未收到病毒檢測結果。他的姑姑問他：「你

有症狀嗎？還是你是無症狀感染者？或者你只是一個人枯

坐在漆黑的房間？」該名士兵回答：「只是坐在漆黑的房間。」

聽完他的回答，他的姑姑就帶著一堆炸肉排去探望這名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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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身房現況 

 

過去三年，這名女子參加了皮拉提斯 (Pilates) 課程，雖然她

坦言，說「參加」可能有點牽強。最近她報名了兩堂皮拉提

斯課程，這兩堂課完全被學生擠爆，「學生中還有人把我當

成是老師的得意門生」。由於受到冠狀病毒的影響，儘管按

照規定，健身房必須關閉且停止所有活動。但當健身房誓言

要照常營業後，該班成員都來上課。兩名警官就站在健身房

外守株待兔，女子問警察：「你們在這裡做什麼？還不去打

小孩，或是吼沒戴口罩的小女孩？」 

 

三、民眾參與婚禮現況 

 

前一陣子的法規，限制婚禮宴客人數不得超過 250 人(今天上

限人數室外已是 30 人，室內 20 人，朝夕令改使得民眾沒人

搞得清楚)。隔天這名女士的侄子就結婚。 

 

警察在耶路撒冷按照冠狀病毒法令執法。(Photo: AFP)  

 



 

當時婚禮的確來了 250 名賓客，但這名女士數過戴口罩的賓

客只有 10 人，社交距離根本不可能，春風得意的父母看到每

位賓客還是又親又抱。有人以為這只會出現在極端猶太正統

教派 (ultra-orthodox) 的社區，但卻是發生在以色列進步文

化大本營特拉維夫 (Tel Aviv) 的市中心。 

 

四、文化藝術活動 

 

在新規定生效禮堂關閉之前，以色列愛樂樂團才在特拉維夫

禮堂 (Tel Aviv Auditorium) 舉行演出。在場每個人都戴上口

罩(當然坐在木管樂器區的表演者例外)，每隔一排要保留空

位，在同一排，每對夫婦之間至少要預留一個空位。然而，

從下圖中，可以看見特拉維夫音樂會上，每個人還是坐在一

起，完全不顧社交距離。 

 

 
病毒大流行期間在特拉維夫舉辦音樂會。(Photo: AFP) 

 

 



 

所有這些故事有什麼共通點？ 

 

1. 在疫情爆發的五個月後，到處亂象叢生。這些規定不是在

告訴民眾哪些地方染病風險最高。以色列民眾發現，他們

每天都得面對不斷推陳出新的法規。 

 

2. 接受病毒檢測的人沒有收到回音。法規執行毫無章法，而

且坦白說，實施的方式相當愚蠢。 

 

3. 社會大眾對國家決策者儼然失去信任，因此衍生出新型

態的被動攻擊式 (Passive-Aggressive) 抗爭，這是以色列

政府在危機中展現無能的必然結果。 

 

 
群眾在特拉維夫抗議冠狀病毒的法規亂象。(Photo: AFP) 

 

 

 



 

以色列政府承諾將對抗冠狀病毒疫情，但卻投注數百萬美元 

，只為了鞏固聯合內閣的團結。這個政府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的是，貫徹荒謬人事任命案的決心不改變，該政府任命以色

列．卡茲 (Israel Katz) 為財政部長，要求利庫德黨 (Likud) 國

會議員尼爾．巴爾卡特 (Nir Barkat) 負責起草經濟計劃。這

個政府又排擠了聯合右翼黨 (Yamina) 黨魁納夫塔利．貝內

特 (Naftali Bennett)，並任命尤利．埃德爾斯坦 (Yuli Edelstein) 

為衛生部長。 

 

為了協助經濟重建，這個政府承諾發放 1,000 億舍克勒的援

助金。但幾個月後，卻只發放承諾金額不到一半的補助，這

要多虧這個政府成效卓著的官僚作風；合理的推測是，剩餘

的補助金恐怕兌現遙遙無期。這是政府吹噓自己有能力處理

病毒問題，但卻讓以色列成了全世界單日感染率第二高的國

家。 

 

 
以色列旅遊業工作者抗議政府在病毒大流行病期間的作為。(Photo: 

AFP) 



 

那麼，從這件事我們可以學到什麼教訓？ 

 

1. 沒有信任就沒有正當性，沒有正當性就沒有威信可言。政

府愚蠢地認為部署警力就能夠阻止疫情繼續蔓延。 

2. 一些人認為，由於大家欠缺對病毒的認識，以及專家對病

毒的看法分歧，尤其還有影響所有政府決策的外部因素，

因此不論算出的病患人數和最終死亡人數有多精確，以

色列的處境都將非常艱難。 

 

 

歷代志下 7:14-16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

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

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現在我已選擇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

我的心也必常在那裡。 

 

 

羅馬書 10:1-4 

弟兄們，我心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因為不知

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律法的總結

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我們為以色列疫情向神禱告，神感動以色列百姓自卑，禱告，

先來尋求神的面，不是靠著自己的勢力才能，而是轉離自己

的惡行，願神憐憫在地的猶太人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基

督徒教會，此刻為主奮興為百姓代求，神必從天上垂聽，赦

免其罪，醫治這地。天父，願祢睜眼看，側耳聽，眾百姓同

心合意在祢面前為以色列代求疫情止息禱告。此刻，我們為

以色列人得救守望，主將他們面上的帕子揭去，使石心轉化

為肉心，好叫他們不是靠著自義而是信靠基督而義人得生。

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祈求，阿們。 

 

 

Credit: CANWF 



 

 聖殿山危機 

新聞出處：BIN |新聞日期：2020/7/08 

 

來自耶路撒冷消息：以色列警察將約旦管理的穆斯林

組織 waqf 從聖殿山上趕除 

 
那日，我必使耶路撒冷向聚集攻擊他的萬民當作一塊重石頭；

凡舉起的必受重傷。(撒迦利亞書 12:3) 

 

 
聖殿山上的以色列警察。(Silman Khader/ Flash 90) 

 

調查員於周三(7/8)提交證據給耶路撒冷地方法院，證明「管

理聖殿山土地的伊斯蘭教基金會(簡稱 Waqf，穆斯林組織)」

與恐怖組織哈瑪斯有直接連結的活動跡象。同時也提出警告 

，若不關閉 waqf 辦公處，恐將助長這個組織在耶路撒冷境

內的活動。 

 



 

Waqf的辦公大樓在金門(猶太人又稱為仁慈門，憐憫門 Sha'ar 

Harachamim)，位於聖殿山廣場下方樓梯底部的大樓區域。樓

梯最上面有一扇被鎖上的小柵門，不論對遊客、穆斯林或猶

太人都不開放。這是法院在 17 年前的判決命令，當時這棟樓

被拿來當作哈瑪斯附屬組織的見面點。 

 

去年齋戒月，阿拉伯人在齋戒開始的首個禮拜於此處發起暴

動，闖進了這棟大樓。以色列最高法院下令管理聖殿山土地

的伊斯蘭教基金會 waqf 關閉其遺址，但 waqf 拒絕了。以色

列總理納坦雅胡命令警方關閉該遺址，這個命令卻從來沒有

被執行過，此遺址直到今日仍是清真寺的聚會處。 

 

在遞交給耶路撒冷地方法院的請願書內，警方聲稱「有確鑿

的行政證據(administrative evidence)註一顯示這裡被用作哈瑪

斯恐怖活動之用途，加上這裡是恐怖份子在聖殿山上的重點

目標，限制使用這個地方是必要的決定。按照目前情況，取

消限制令會助長哈瑪斯在整個耶路撒冷境內的活動，特別是

在聖殿山這個區域。」 

 

註一： 

行政證據運用證據法則，行政機關為了實現行政目的，依職

權進行取證工作，是行政機關不可或缺的一項權能。取證工

作以行政調查為出發點，包含職權調查的定義、當事人協力

義務、法律保留原則之基本理論。進一步將行政證據與證據

法則相互結合，逐項論述傳聞證據、不自證己罪、無罪推定、

罪疑惟輕原則之運用。出自全國法規資料庫。 

 



 

上個月，耶路撒冷警方對一名伊斯蘭 waqf 警衛發出了罕見

為期五個月的聖殿山禁令，原因是這個人透過 waqf 的無線

電系統，向民眾對美國聯邦調查局視為頭號恐怖份子拉馬丹 

．沙拉赫(Ramadan Shalah)「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領導

人」讚揚了一番。 

 

還有上個月，土耳其在靠近聖殿山的地方開了一間伊斯蘭中

心。土耳其這個國家一直與哈瑪斯有關聯，也准允恐怖組織

成員往該國避難。 

 

 

更多了解土耳其在東耶的勢力與佈局，請點選以下新聞 

土耳其在東耶的騷動｜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150 期 

 

歷代志下 7:14-16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

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

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現在我已選擇

這殿，分別為聖，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

常在那裡。 

 

 

羅馬書 10:1-4 

弟兄們，我心裡所願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

我可以證明他們向神有熱心，但不是按著真知識；因為不知

道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神的義了。律法的總結

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著義。 

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index.php/zh-tw/news-tw/newsletter-weeklyly-tw/no150-1-tw


 

我們為著聖殿山禱告，主親自將所有想要傷害以色列及來自

仇敵的勢力都要破除，我們禱告主作王掌權，使耶路撒冷地

方法院有此權柄法條制止聖殿山上的 waqf 基金會與哈瑪斯

之間的連結，關閉這裡的辦公室，願聖靈造訪許多穆斯林，

在異象、異夢中認識主，神的眼神的心在這裡看顧祂的百姓，

我們為猶太百姓與阿拉伯百姓回轉歸向神祈求，禱告奉靠主

耶穌聖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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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