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民眾街頭抗議 

 
翻譯：豐盛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TOI  

 

納坦雅胡政府失去公眾信任，但有力挽狂瀾的做法 

 

2020.07.28   猶太曆 5780   翻譯：豐盛、莊堯亭、謝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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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的部長必須確保新型冠狀病毒政策合理、可行且符合

公平原則。接著對以色列大眾的政策說明要一致，否則以色

列人不會遵守。廢止以色列國會的監督之責絕非良方。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 任內這 14 年多

來，有些以色列人表示認同，也有人表示不認同。但少有人

懷疑他做事的能力，而且這種基本能力也反映在他領導的政

府活動上。但這樣的觀感，在過去幾天出現了變化。這是以

色列現代史上，國內政局面臨最大挑戰的時刻。當前政府得

對抗疫情大流行，同時因應疫情帶來的影響，包括以色列在

大部分領域遭遇前所未有的經濟崩潰。 

 

這對所有的民主政體來說，都是相當危險的轉變。當選民對

領導階層失去信心，特別在以色列這樣處境艱難的國家，信

心是國家恢復運作的關鍵因素。為了國家更大利益著想，願

意以個人利益為代價付諸行動。但這正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 

 
2020 年 7 月 18 日，在耶路撒冷抗議總理納坦雅胡的示威遊行中，一

名抗議人士面對警察。(AP Photo/Oded Balilty) 



 

因為對以色列政府的信心動搖，醞釀出新的情緒，可以表現

在各種形式和各個領域上。 

 

其中一項事件是發生在一週前，雖不是帶來深遠影響，但卻

是最具代表性。以色列總理在 7 月 15 日於電視上宣布，將

投入 60 億舍克勒 (相當於台幣約 516 億) 無條件發放給所

有以色列人。這項做法毫無道理可言：按照納坦雅胡的說法，

這是為了快速地將錢用出去，讓經濟之輪可以再次轉動。但

承諾將現金提供給所有人，卻是適得其反；因為有錢的以色

列人不會急著想花這筆錢，反觀急需救助的窮人，則獲得比

他們所需還少的補助。 

 

 
2020 年 7 月 21 日，位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總理官邸外，以強力水柱擊

中反對納坦雅胡的示威群眾。(Olivier Fitoussi/Flash90) 

 

 



 

值得稱許的是，各個民間團體和個人在意識到這項計畫並不

完善後，便聯合起來，試著想要彌補當中的缺失，希望建立

一套機制，讓不需要這筆錢的人能夠把錢捐出來，給需要的

人，而且有不少以色列人已參與認獻活動。但截至本文寫作

為止，承諾「立即」發放的補助款仍只聞樓梯響，再無下文。 

 

首先，倉促行事的部會決定重新考慮，希望設下某些限制，

瞭解有誰能拿到這筆錢，並將高收入人士排除在外。以色列

政府還遭遇新的麻煩。據報導，以色列政府發現，電腦系統

無法輕易從其他人中篩選出高收入人士，而且系統中缺少為

數不少以色列公民的銀行帳戶資訊。現在還需要討論，最需

要救助者的金額分配。 

 

 

與人民脫節的三十六位以色列部會首長 

 

隔天，有愈來愈多跡象顯示，領導階層與他們服務的人民嚴

重脫節。以色列總理和其同僚從上週四深夜開會到週五凌晨 

，截至週五下午 5 點為止，在視訊會議中，他們要求以色列

境內餐廳，除了外送或外帶之外都應關閉，直到獲得進一步

通知為止。 

 

顯而易見地，以色列史上規模最大且最花錢的政府，卻沒有

人知道或在乎，要在 14 小時內強制餐飲業停止營業是不可

能的要求。 



 

 
2020年 7月 16日，位在左邊的納坦雅胡主持這次高階部長緊急會議，

決定採取遏制冠狀病毒傳播的措施。(Chaim Tzach/GPO) 

 

這三十六位部長中，沒有人瞭解餐廳需要提前向供應商下單 

，才能夠提前收貨、備料、組織人員、並接受預訂。而且整

個產業和供應鏈因第一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遭

受重創且資金耗盡。因此餐廳不應該，也無法在一經部會命

令通知後，就輕易關閉。 

 

因此，餐廳老闆（這個行業直接僱用了約 20 萬以色列人，估

計是 100 萬人的生計來源）準備抗命。當他們得知這項命令

消息時，由於工作人員正提前預備當天的服務；許多人只是

表示，我們不打算這麼做，我們願意接受罰款，或是把我們

逮捕，有什麼做法就盡量用吧。 

 

在餐廳關閉生效前一個小時，許多奉公守法的餐廳盡責地取

消餐廳預訂、要員工回家，送出或扔掉手邊食物。 



 

以色列政府卻又改變心意，將關閉餐廳時程延至週二早上，

進一步造成混亂局面。 

 

  
2020 年 7 月 21 日，宴會廳業主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國會外抗議，要求

政府要為冠狀病毒疫情限制其業務，提供財務援助。 (Yonatan 

Sindel/Flash90) 

 

 

週二禁止營業禁令生效後數個小時，由納坦雅胡所屬利庫德

黨  (Likud) 成員主持的以色列國會冠狀病毒委員會上 

(Knesset Coronavirus Committee)，又再度取消這項禁令。當該

委員會主席依法特．莎莎-比頓女士 (Yifat Shasha-Biton) 甘冒

失去工作的風險宣布，自己和同僚未發現足夠證據，顯示餐

廳有病毒感染跡象，需要全面關閉。 

 

週二早上在該項命令生效後幾個小時內，多數餐廳都忽略這

項營業禁令。 



 

  
2020 年 7 月 21 日，社會工作者抗議他們在特拉維夫 (Tel Aviv) 的工

作條件。(Miriam Alster/Flash90) 

 

上街抗議 

 

在這種新氛圍下，人們對政府施政信心度在下降，而且對自

動遵守政府裁決的意願也在下降，罷工活動成倍地增加，其

中包括社會工作者，還有護士在內，他們要求在對抗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 (COVID-19) 期間，加派人力，但卻長期遭到忽視 

，到如今需求仍未補足。每天示威活動也在持續增加中，而

且也愈發喧鬧。 

 

多年來，有一小群主要是中年人和年長的抗議人士駐守在總

理官邸附近，首先要求貪腐犯罪嫌疑人、遭起訴國家元首、

和接受審判的現任總理納坦雅胡辭職下台。但沒有人在意他

們的訴求。 



 

  
2020 年 7 月 21 日，示威者在耶路撒冷總理官邸外反對納坦雅胡。

(Olivier Fitoussi/Flash90) 

 

 

但在最近幾週，特別是最近幾天，一批怨聲載道的以色列人

擴大了抗議隊伍，讓長年示威者頓時黯然失色，當中有獨立

商人、小型企業主、餐飲業、娛樂業、左翼分子，以及公開

表明的利庫德黨選民等人，都是因為受到金融危機影響，並

抱怨以色列政府未提供協助。 

 

以色列政府提出一個又一個的計劃，但對於那些多年來如實

繳納稅款和貢獻國民保險金的以色列人來說，現在他們急需

一些協助作為回報，但以色列政府給這些人的撥款，要不是

太少，就是根本還沒收到。 

 



 

2020 年 7 月 21 日，成千上萬的示威者在以色列國會大廈外反對總理

納坦雅胡。(Olivier Fitoussi/Flash90 ) 

 

最近，學生和其他年輕的以色列人開始主導示威活動，不論

是有具體不滿事由，還是因為病毒受到限制，停止大多數集

會而想要發洩情緒。成千上萬的示威者週六晚上（7/18）在

以色列總理官邸鄰近地區示威遊行，在週二深夜（7/21）他

們遊行來到以色列國會。一名社工系學生在金燈台雕塑作品

上赤裸著上身，登上報紙頭條。有以色列警察以膝蓋制伏一

名示威者，成為頭條新聞，警察共逮捕了 30 多人。有些人在

週四早上（7/23）仍持續示威，試圖擋住國會大廈入口。 



 

 
2020 年 7 月 22 日，以色列警官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總理官邸外反對納

坦雅胡的行動中，以膝蓋制伏示威者並將他逮捕。(AP Photo/Ariel 

Schalit) 

 

 

以色列人有能力且思路敏捷。我們看到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到

來時，以色列政府，特別是納坦雅胡認識全球大流行帶來的

危害，並專注於阻止疫情蔓延。雖然以色列機場並未妥善封

鎖來自病毒重災區來的人，而且與極端正統派  (Ultra-

Orthodox) 猶太社區也出現溝通不良。但整體而言，政府決策

是有效果，因此以色列大眾也願意照著要求而行。 

 

要重拾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從而恢復社會大眾對遵守這些限

制令的意願，所需的不只是推行法規，政府更要善盡告知與

說明之責。 

 



 

現在卻不是如此。以色列政府的無能顯而易見。本週稍早，

以色列部長和聯合內閣成員之間公開爭執，對政府信任度降

到低點，兩位同是利庫德黨成員的財政部長以色列·卡茨 

(Israel Katz) 和聯合內閣主席米奇·佐哈爾 (Miki Zohar)，開始

在委員會會議上相互辱罵。而且醫療專業人員辭去重要的營

運與顧問職位，抱怨無人聽從他們的建議。由於 7 月 1 日打

算吞併約旦河西岸 (West Bank) 領土的計劃看來停滯不前，

可以想見還有他目前的官司，都讓不屈不撓的納坦雅胡分身

乏術。 

 

可悲的是，現在他和藍白政黨 (Blue and White) 夥伴又在玩

起選舉招數。 

 

  
2020 年 7 月 18 日，以色列警方在耶路撒冷對著反對以色列總理納坦

雅胡的示威群眾噴灑強力水柱。(AP Photo/Oded Balilty) 

 

 



 

重拾信任 

 

恢復信心之路，要重拾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從而恢復社會大

眾對遵守這些限制令的意願，所需的不只是推行法規，政府

更要善盡告知與說明之責。 

 

以 色 列 國 會 冠 狀 病 毒 委 員 會  (Knesset’s Coronavirus 

Committee) 負責監督部會的決定，他們在週二推翻了關閉餐

廳的決定。莎莎-比頓 (Shasha-Biton) 表示，由於以色列衛生

部提供關於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源的數據，根本無法說明其帶

來的災難性經濟後果。一天前，出於類似原因，該委員會也

推翻了每週末關閉所有海灘的部會決定。委員會表示，這項

決定令人費解，以色列政府後來也發現，這項決定說不通。 

 

以色列衛生部長尤利．埃德爾斯坦 (Yuli Edelstein) 回應推翻

餐廳的禁令，認為委員會的行為「幼稚天真」，而聯合內閣

主席佐哈爾（Zohar）則嘲笑莎莎-比頓「陷入反對派陷阱」。

據報導，納坦雅胡想要開除她。但週三以色列國會迅速通過

的立法做的不止於此，截至 8 月 10 日為止，所謂的《冠狀病

毒大法律》完全廢止了她的委員會，並限縮其他四個委員會

分配到的監督權。同時賦予以色列政府更大的權力，強行實

施更多類似這幾天經證實考慮不周且具爭議的法令。 

 



 

  
2020 年 5 月 18 日，依法特．莎莎-比頓在耶路撒冷參加以色列住房部 

(Housing Ministry) 舉行的儀式。 (Olivier Fitoussi/Flash90) 

 

 

這是納坦雅胡政府應該緊急支持的立場。如果以色列政府沒

有獲取必要資訊，就要體認，這指向疫情大流行需要處理的

更深層問題，需要新上任的冠狀病毒協調人員，立刻解決這

些問題。以色列政府需要確保，他們所做的決定都有所本。

可以理解的是，當下公眾對此表示懷疑。 

 

以色列目前是由自封為緊急聯合內閣所領導，該內閣建立了

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特定法令。但是，即使在疫情大流行期

間，政府也不能依法令治國。或者更確切地說，至少在疫情

大流行中，當公眾信任政府，以及隨之而來公眾的合作意願，

都對保護國家經濟、人民健康和經濟恢復能力而言至關重要 

。 

 



 

 
2020 年 7 月 21 日，示威者在耶路撒冷總理官邸外反對納坦雅胡。

(Olivier Fitoussi/Flash90) 

新聞日期：2020/7/23 

 

彌迦書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 

 

使徒行傳 2:17-21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

的兒女要說預言；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老年人要做異夢。

在那些日子，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他們就要

說預言。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

有血，有火，有煙霧。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這

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時候，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現今以色列政府急需要從祢來體恤百

姓的心與行出智慧的決策來向祢仰望，懇求祢憐憫以色列，

能止息一切紛爭，使政府官員們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

神同行，求主恩待。我們禱告神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使百

姓自覺很用自己的力氣去爭取極有限，轉而尋求天父的幫助

與力量。求主做新事，恩待猶太與阿拉伯信主的百姓，使祢

的兒女說預言，少年人見異象，老年人做異夢；在現今動亂

時刻，求主將各樣的資源供給主內家人，並使他們得人如得

魚。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為以色列禱告不止息。(照片提供：CANWF in JLM) 

 

  



 

以色列禁止 

同性戀轉換異性戀治療法案 
 

翻譯：莊堯亭|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BIN 

 

 

禁止同性戀迴轉治療的法案恐讓以色列政府倒臺 

 

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 

（利未記 18:22） 

 

 
2020 年 5 月 17 日，新的以色列聯合政府召開首次政府會議，由以色

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與藍白黨黨魁本尼．

甘茨（Benny Gantz）共同主持。 

 



 

以色列利庫德黨（Likud）與藍白黨脆弱的聯盟協議，為以色

列長達一年的政治僵局解套。隨著禁止同性戀迴轉治療註一的

法案於周三（7/22）一讀通過，他們脆弱的結盟也跟著瓦解。 

 

註一 

LGBT 迴轉治療：迴轉治療（英語：conversion therapy，或稱

扭轉療法、轉化療法、性傾向治療、性傾向矯正療法、性傾

向迴轉治療、拗直治療）是指試圖透過心理或靈性介入來使

人從雙性戀或同性戀轉化至異性戀的嘗試。美國、英國的醫

學機構及政府機構均認為轉換療法有潛在危害。亞洲、歐洲

和美洲的一些地方皆已立法禁止轉換療法的實施。目前最知

名的轉換療法提倡者為基要主義派基督教團體等組織，傾向

以宗教理由來支持該套療法的合理性，而不是以疾病方式處

理。「資料出自維基百科」 

 

 

利庫德黨指控藍白黨在最後一刻選擇支持禁止這項法案，是

違背聯盟協議的行為。一位利庫德黨部長甚至表示，此舉可

能引發提前大選，這將會是這個國家這一年多來的第四次大

選。 

 

此法案通過將會使迴轉治療成為違法行為，激怒了哈雷迪政

黨（Haredi）與聯合政黨核心成員，他們威脅著要把聯合協議

拋在一邊，提出自己版本的法案。 

 

「迴轉治療」是幫助同性戀者轉回異性戀傾向的治療方案。 



 

宗教色彩較濃厚的政黨，像是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Joint 

List）、哈雷迪政黨（極端正統派猶太教）、聯合妥拉猶太教

政黨（UTJ）與沙斯黨（Shas）皆反對這項法案。他們根據妥

拉上的經文，認定同性戀是相當嚴重的犯罪行為：「不可與

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利未記 18:22） 

 

根據《國土報》（Haaretz）的報導，總理納坦雅胡想瓦解目

前的政府聯盟，再舉行一次新的選舉。迴轉治療法案引發的

聯盟危機，無疑是提前大選的完美催化劑。 

 

《第 12 頻道》報導指出，有幾位藍白黨資深黨員坦承，他們

支持這個法案是政治上的以牙還牙，為回應本月稍早有一些

利庫德黨內成員對成立議會調查委員會提案的支持，按照司

法部長阿维．尼森克（Avi Nissenkorn，藍白黨成員）的說法，

這是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親自下的命令，成立委員會是為調

查以色列最高法院是否涉嫌利益衝突的違法情況。 

 

這項由聯合右翼（Yamina）議員貝扎雷爾．斯莫特里希（Bezalel 

Smotrich）提出的提案「成立國會當中的調查委員會」，在 7

月 9 日以 54 比 43 的票數否決。 

新聞日期：2020/7/23 

 

歷代志下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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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26-27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

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

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是，就在自己身上

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親愛的天父，祢是不偏待人的神，我們為著現今以色列國家

逐漸被仇敵以情慾主張和宗教營壘進入分化，竊奪神榮耀的

情勢禱告尋求祢，願祢悔改的靈充滿國中，先堅固屬神兒女

們，在真理上建造得穩，以自卑、禱告，尋求祢，並轉離放

縱可羞恥情慾的惡行，願祢從天上垂聽，是祢的恩慈領百姓

們悔改，祢赦免猶太人悖逆的罪，醫治這地。願祢記念仍在

這聖地上專心尋求祢的百姓。願祢轉化這地，拆毀這地宗教

的權勢，使人心甦醒得自由。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阿們。 

 

 
但向你們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線有醫治之能。

你們必出來，跳躍如圈裡的肥犢。（瑪拉基書 4:2) （Photo Credit: Mount 

Herzl/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以色列北方邊境局勢緊張 
 

翻譯：謝昭言|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TOI 

 

以色列國防軍的士兵 

在黎巴嫩邊境的一場車禍中喪生，軍官也因此而受傷 

 

事故發生在以色列與真主黨恐怖組織關係日益緊張的局勢

中，該組織指控以色列殺害了他們的一名成員。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以色列—黎巴嫩邊境有爭議的多夫山地區(Dov)

附近，以色列引發的大火冒出許多濃煙。(Hezbollah media)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週三下午（7/22）黎巴嫩邊境附近發生

了一起車禍，造成一名士兵死亡和一名軍官受傷。 

https://static.timesofisrael.com/www/uploads/2020/07/f2e0fe6a-15e5-4c8d-b246-5ff5f3cf8449.jpg


 

該事件發生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關係日益緊張的局勢

中，恐怖組織指控以色列國防軍於週一（7/20）傍晚，在大

馬士革郊外的一次空襲中殺害了他們一名軍人之後。 

 

軍方表示，該起車禍發生在多夫山地區(Dov)，也就是舍巴農

場（Shebaa Farms）。以色列、黎巴嫩、以及敘利亞都聲稱這

是他們的領土。 

 

這名士兵被軍方證實為，來自以色列南部拉南社區(Ranen)20

歲的薩哈爾・埃爾加扎爾（Sahar Elgazar），他的葬禮定於

（7/23）週四下午 5 點在奧法基姆鎮的軍事公墓舉行。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憲兵已經開始對該起車禍展開調查。受

傷的軍官是一名中尉，他被送往附近的一間醫院，傷勢並無

大礙。 

 

車禍事件發生之後，軍方向該地區發射了數枚煙霧彈，以製

造煙幕來遮擋黎巴嫩邊境一側的視線。以色列國防軍說，這

些砲彈引起了一場小火災，以色列消防員隨即將火撲滅。 

 

週二傍晚（7/21），真主黨指控以色列在前一天晚上於大馬

士革郊外的一次空襲中，殺害了他們其中一名成員，這增加

了他們對猶太國家進行報復的可能性。 

新聞日期：2020/7/23 

 

 

 



 

箴言 3:25-26 

忽然來的驚恐，不要害怕；惡人遭毀滅，也不要恐懼。因為

耶和華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腳不陷入網羅。 

 

約翰福音 10:7，10:11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我是好牧人；好牧

人為羊捨命。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以黎邊境滿有平安禱告，受傷的軍官能

夠盡快復原健康，願聖靈親自用說不出的嘆息安慰這些罹難

的士兵家屬。為所有邊境的士兵將領們滿有平安禱告，不害

怕忽然來的驚恐，深知耶和華是士兵將領們所倚靠的； 並求

聖靈親自造訪傳福音給這些年輕士兵將領們，使他們經歷祢

是為羊捨命的好牧人; 奉主名宣告神掌權在所有相關邊境戰

事的國防防禦決策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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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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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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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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