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影音新聞 

 

 

  

2020.11.04   猶太曆 5781   翻譯：詳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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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youtube.com/embed/RviZ6UoedDU?feature=oembed


 

1. 主標：以色列疫情最新現況 

以色列內閣疫情小組上週四(10/29)深夜開會決議，自猶太新

年以來，以色列進入限令第二階段並於 11月 1日開始啟動；

限令中僅管開放學校小一至小四可以到學校上課，允許一對

一像是駕訓或個人培訓等活動和服務，恢復替代性醫療服務 

，開放美容美甲 Salon 以及早餐店，並且猶太會堂保持有限

度 10人以內開放。 

 

不過商店仍然是禁止營業，就衛生部官員表示，零售業若開

店營業，可能會導致感染率上升。此階段限令直到 8日，再

來評估下一階段的疫情狀況。然而，此政策導致民怨加深，

業主們無法理解如此的限令措施，紛紛上街甚至燒東西來抗

議政府使他們無法生存。總理納坦雅胡表示，「我知道這有

多難，請大家再與我合作幾天。」 

 

以色列現今新冠肺炎平均當日感染人數已經控制至一千人

以下，死亡人數已達 2,554名，至今有 314,943名病患感染，

已恢復健康有 302,709名，重度病例有 394名病患。 

新聞出處：JP, TOI 

 

詩篇 138:3-4 

我呼求的日子，你就應允我，鼓勵我，使我心裏有能力。耶

和華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稱謝你，因他們聽見了你口中的言

語。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總理與內閣疫情小組禱告，神賜給他們有智慧

有能力做出有效的防疫決策，神憐憫以色列，是以色列隨

時的幫助者。禱告政府與非營利組織能夠即時幫補失業

的百姓，特別是商店店家業主，政府有舒緩經濟政策能夠

幫助到這些無法營業的店家。禱告在疫情當中，以色列百

姓的心更加地柔軟向主，遇見彌賽亞耶穌基督，早早回轉

向神得著主的救恩。 

 

 

2. 主標：第二次以黎和談破局 

上週以色列代表團進入黎巴嫩南部納庫拉城市，在聯合國黎

巴嫩臨時部隊基地與黎巴嫩就海上油田與天然氣探勘，進行

第二次會談。根據報導，會議室內，黎巴嫩並不是直接面對

面與以色列代表團進行協商，雙方藉由中間調解人進行交談 

，協商中，以黎雙方都認為是自己擁有爭議的 860平方公里

的海上區域，並就何處以及從哪個確切角度從海岸劃出的海

上邊界來進行談判；談判前，以色列表示願意將有爭議的地

區，以 58:42的比例分割給黎巴嫩。 

 

然而，令人感到驚訝的是，黎巴嫩談判代表竟然要求向南再

增加 1,460 平方公里的區域，眾所皆知該區域原本就屬於以

色列專屬經濟區(EEZ)，黎巴嫩現在聲稱要擁有以色列這塊區

域的所有權，想要在這裡進行更多鑽探得著石油與天然氣。 

 



 

目前尚不清楚這出乎意外的要求是不是伊朗和真主黨在背

後操控來破壞以黎和談，報導指出，在宣布談判並試圖使談

判脫軌時，真主黨暴露了黎巴嫩代表團當當中的談判人員與

家人的身份，使他們處於危險之中。 

新聞出處：Jewish Press News Desk 

 

約伯記 38:8-11 

海水衝出，如出胎胞，那時誰將他關閉呢？是我用雲彩當海

的衣服，用幽暗當包裹他的布，為他定界限，又安門和閂，

說：你只可到這裡，不可越過；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海防安全禱告，任何有爭議的海上區域都不容

仇敵因著經濟利益協商來侵害以色列。禱告以黎合作，神

掌權在其中，使雙方在互惠互利上有所合作。特別為黎巴

嫩代表團談判人員禱告，神超自然的介入，使被擄的得以

釋放，被轄制的得以自由。求主在其中作王掌權，在海上

區域為以色列與黎巴嫩安定界限。 

 

 

3. 主標：以色列 IDF陸海空三軍擴大演習 

以色列國防軍陸海空三軍上週日至週四在北方進行大規模

演習，由定期被召聚入伍的部隊和預備役士兵進行戰爭致命

箭頭演習，模擬在黎巴嫩，敘利亞，加薩和其他地方與伊朗

代理人和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黎巴嫩真主黨的戰鬥。 

 



 

根據以色列國防部表示，該演習被稱為致命箭頭 (Lethal 

Arrow)，目標提高軍方的進攻能力，特別是提高士兵將領每

天能夠打擊敵人的目標數量，並且在指揮系統與不同部門之

間，進行了所有的協調與合作，加入軍方許多新要素。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希代．齊爾伯曼(Hidai Zilberman)告訴記

者，這次演習模擬了最壞的情況：黎巴嫩和敘利亞的真主黨

恐怖組織，加薩哈瑪斯恐怖組織以及伊朗代理人發動的戰爭 

，敵方以火箭彈和先進的精確制導導彈的形式對以色列進行

的大規模砲擊，以及巡航導彈的襲擊。 

 

軍方還模擬了黎巴嫩真主黨跨境突襲佔領以色列加利利邊

境城鎮，這都是基於伊朗支持的恐怖組織報告的計劃。海軍

部隊模擬了捍衛以色列的經濟水域，海上戰略資源以及對敵

人的進攻和情報收集能力，而沿海的天然氣油田則是政府定

義為國家戰略要地。 

新聞出處：TOI  

 

詩篇 121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

和華而來。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保護

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

在你右邊蔭庇你。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

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國防大規模演習需要再調整的地方禱告，所有

將領與決策執行者滿有從神來的智慧啟示與幫助，知道

如何應對進退，為以色列國防軍禱告出入任務滿有平安，

神的保護臨到以色列的士兵將領們。為陸海空以及高科

技並各個不同部門之間的戰鬥合作，神的靈充滿在他們

當中，引領他們將來在對抗恐怖組織與敵國佔領時，各方

協調作戰滿有能力與智慧。 

 

 

4. 主標：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就巴勒斯坦媒體觀察網上週二(10/27)報導，巴勒斯坦官方網

站就中東亞伯拉罕協議發表社論挑釁百姓，蠱惑造勢向巴勒

斯坦百姓洗腦著，「要嘛巴勒斯坦掌權，要嘛我們世代和以

色列鬥爭下去。」在社論專欄中，巴勒斯坦官方威脅要消滅

敵人以色列，鼓勵巴勒斯坦百姓與以色列同歸於盡，使以色

列充斥著暴力，成為無政府狀態不穩定的地方。 

 

過去幾週，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簽署了歷史性的和平

條約，並與巴林和蘇丹簽署了正常化協議。隨著美國川普政

府進行外交談判，暗示更多的阿拉伯國家將起而效尤，此舉

引起了巴勒斯坦領導人的擔憂。 

 

這種所謂的「繞過」巴勒斯坦人的利益，使領導人尋求重新

制定外交政策的戰略，使巴勒斯坦領導人恐懼與憤怒，開始

又拿巴勒斯坦血氣方剛年輕人生命，當作箭靶子來使了！ 



 

新聞出處：i24NEWS 

 

詩篇 122:6-9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緣故，我

要說：願平安在你中間！因耶和華─我們神殿的緣故，我要為

你求福！ 

 

禱告方向： 

➢ 禱告神施恩憐憫巴勒斯坦百姓不再受政府與清真寺伊瑪

目洗腦，這些攻擊傷害以色列的話語，讓我們禱告都落在

耶穌基督十字架上，不再在巴勒斯坦百姓身上有所作用，

求主釋放巴勒斯坦百姓出黑暗入光明。為耶路撒冷禱告

平安，神在其中保護猶太百姓的生命。願平安在耶路撒冷

中間！ 

 
為巴勒斯坦年輕人禱告。(Photo Credit: LES blog) 

  



 

慶賀貝爾福宣言 103週年 

 

貝爾福宣言 103週年：懷念阿瑟．詹姆斯．貝爾福伯爵 

感謝英國，以及貝爾福宣言！週年紀念日快樂！ 

 

 
貝爾福伯爵的書桌，展示於以色列特拉維夫猶太散居博物館，又名猶

太民族博物館。(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正值新冠肺炎在健康與精神上造成人類莫大的威脅，似乎不

是慶祝的最佳時刻。然而，回溯至 1917年 11月 2日，當英

國外相阿瑟．詹姆斯．貝爾福(Arthur James Balfour)寫信給錫

安主義聯盟 (Zionist Federation)領袖羅特希爾德男爵 (Lord 

Rothschild)，信中寫道：「英皇陛下政府贊成猶太人在巴勒斯

坦內建立一個民族之家，並會盡力促成此目標的實現。」 



 

「貝爾福宣言」成為現代以色列建國的關鍵催化劑，整個猶

太世界值得慶賀的理由。在英國大使館的鼓勵之下，以色列

— 英 國 與 聯 邦 協 會 (Israel, Britain and Commonwealth 

Association，簡稱 IBCA)於 1953 年成立，每年在以色列盛大

舉辦貝爾福紀念晚宴，以紀念貝爾福宣言週年。 

 

今年的晚宴原定於十一月二日舉行，邀請了英國工黨領袖約

翰．曼恩(John Mann)為宴會貴賓，然因疫情緣故，今年晚宴

延期舉辦。以色列—英國與聯邦協會邀請了約翰．曼恩這位

英國政府的反猶顧問，正反映了現正日益高漲的反猶主義。

讀者從筆者過去所寫的文章中可以看到，網路上有貼文指責

猶太人應為新冠肺炎負責。有人宣稱：「想得病，擁抱猶太

人—大咳嗽」；也有人用可怕的漫畫指稱猶太人要向德國小

報《衝鋒報》(Der Sturmer)要求正義。 

 

網路儼然成為全球散播反猶思想的管道，不過從好處看，臉

書已致力於確保猶太人大屠殺否定論(Holocaust denial)將不

會出現於該網路平台。有 250名極端種族主義的機構已遭臉

書禁止使用。臉書發布這項決定時，他們表示了解反猶主義

正以駭人的速度成長，否定大屠殺事件的論調亦是如此。 

 

根據「猶太人對德國的實質性索賠會議」(Conference of Jewish 

Material Claims against Germany)近日所做的調查發現，65%四

十歲以下的人對於史上發生過系統性滅族式的虐殺六百萬

猶太人事件之認知程度近乎於零。 

 



 

或許猶太民族最大的悲劇就是 1917 年的貝爾福宣言並未在

三十年後的 1947年 11月完全成就。我們不禁想到，假使以

色列在 1937 年就存在，會有多少猶太人的生命得以倖免於

煤氣室的悲劇。當時猶太人仍然有機會逃離希特勒的魔掌，

前往其他國家避難，可惜太多國家關上門不願接待。 

 

當我們慶賀貝爾福宣言 103週年，以色列仍對英國政府幫助

以色列建國抱持感恩的心。 

 

如今以色列與英國之間的關係如何？《雜誌》(The Magazine)

曾訪問英國駐以色列大使尼爾．威根(Neil Wigan)，他首先表

示對於 1917 年英國所扮演的前瞻性角色感到驕傲，也因此

在 2017 年英國特地慶祝貝爾福宣言一百週年。當時的首相

梅伊(Theresa May)在紀念晚宴上歡迎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並說道她的國家「能在催生以色列這

國家的事上有份，感到自豪」。英國大使並指出，在拉馬干

(Ramat Gan)的官邸有一份貝爾福宣言文稿，有貝爾福伯爵肖

像，以及「貝爾福室」。 

 

英、以兩國之間的友誼是相當深厚的。英國是以色列的重要

貿易夥伴，僅次於美、中。2018年兩國的貿易往來高達百億

美元；2019 年更是有增無減。近來約 85 間以色列人經營的

新創公司在英國開張。眾多英國企業、機關像是蘇格蘭皇家

銀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均採用以色列高科技技術。 

 



 

此外，科學與軍事合作更是突破歷年記錄，英國皇家空軍

(Royal Air Force)與以色列空軍(Israel Air Force)進行聯合訓練。

英國大使相信兩國之間的科學、貿易、科技方面的合作正值

歷史高點，並且持續增加。 

 

 

 
英國駐以色列大使尼爾．威根(Neil Wigan)。(Wikimedia Commons) 

 

 

至於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蘇丹之間的關係正

常化協議，英國的看法為何？英國大使表示，雖然這些關係

具有意義，但他認為貝爾福宣言並未完全實現，因為以色列

與巴勒斯坦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尚未具體化。 

 



 

關於英國校園的反猶文化，威根確信英國政府在言論自由的

基礎上強烈反對反猶主義的立場。他並指出梅伊領導的政府

曾拔擢工黨領袖約翰．曼恩(John Mann)成為政府的反猶顧問。 

 

十一月，對猶太人來說一直是特別有歷史意義的月份，好、

壞亦然。十一月九日是「碎玻璃之夜」(Kristallnacht)紀念日，

1938年的這日德國人向猶太會堂和企業放火襲擊，這被認為

是對猶太人有系統地屠殺開始。1947年 11月 29日，聯合國

投票通過巴勒斯坦分割方案(Partition Plan)。 

 

知名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於自傳《愛與黑暗的故事》

(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中回憶幼年時期鮮明的畫面，當

時他的父母和鄰居站在門口的路上，空氣中瀰漫一股興奮的

氣氛，大家群聚在收音機前急切地想聽每個國家的投票決定。 

 

回到貝爾福伯爵於 1917 年寫給羅特希爾德男爵的一封信，

此信奠定了以色列建國的根基。現今，身為猶太國家的公民，

我們深感欣慰，因我們知道無論面臨何等挑戰，只要身在自

己的國家、掌握自己的未來，所有的挑戰都相形容易。 

 

以色列的存在，確保著「不再發生」就一定不會再發生！對

每位猶太人來說，無論身在哪裡，以色列的大門永遠都是敞

開的。誠如美國詩人羅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詩句：

「無論何時何地，家永遠是向遊子敞開大門的地方。」 

 

感謝英國，以及貝爾福宣言！週年紀念日快樂！ 

 



 

翻譯：Joy Chen｜校稿：CANWF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0/10/29 

 

 

詩篇 85:7-13 

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得見你的慈愛，又將你的救恩賜給我

們。我要聽神─耶和華所說的話；因為他必應許將平安賜給他

的百姓─他的聖民；他們卻不可再轉去妄行。他的救恩誠然與

敬畏他的人相近，叫榮耀住在我們的地上。慈愛和誠實彼此

相遇；公義和平安彼此相親。誠實從地而生；公義從天而現。

耶和華必將好處賜給我們；我們的地也要多出土產。公義要

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腳蹤成為可走的路。 

 

禱告方向： 

➢ 為歐洲猶太人安全與儘速回歸禱告，反猶主義在歐洲又

有一波的興起肆虐，求神在其中作王掌權，感動近 144萬

的歐洲猶太人為回歸以色列做好準備。願神在末後時代，

也興起神的兒女在各方領域中為神所愛眼中的瞳仁以色

列同站立，堅守神的心意，使慈愛和誠實彼此相遇，公義

和平安彼此相親；為猶太人在各地平安有機會認識耶穌

得著神的救恩禱告。 

 

  



 

阿聯間諜潛藏土耳其 

 

巴勒斯坦籍約旦人涉嫌在土耳其境內為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從事多年的間諜活動 

 

阿斯圖爾(Astal)涉嫌在土耳其境內收集穆斯林兄弟會成員及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反對派的情報。 

 

 
2019年 4月 11日，土耳其伊斯坦堡一艘渡船上飛揚的土耳其國旗，

背後的建築為新清真寺與蘇萊曼尼耶清真寺。 (Photo by Chris 

McGrath/Getty Images) 

 

根據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TRT)週二(10/20)，一名巴勒斯坦裔

的約旦人涉嫌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又稱阿聯)在阿國與土耳

其之間從事間諜工作長達 11年。 



 

45歲記者馬哈茂德．阿斯圖爾(Mahmoud Ayesh Al Astal)收到

了約 40 萬美金以從事間諜工作，他從事間諜活動有 7 年的

時間是在土耳其境內，以調查報導記者的身份為出版社寫稿，

該出版社與穆斯林兄弟會運動有關聯。 

 

據報導，阿斯圖爾的任務是收集在土耳其境內的穆斯林兄弟

會成員以及反對阿拉伯並與阿聯持對立的情報，同時他也收

集土耳其當地政治與外交政策相關的資訊。阿斯圖爾藉由阿

聯情報局提供的特殊加密傳訊軟體，安裝在電腦和電話與上

級聯絡。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指出，控制阿爾斯圖的上級至

少有四位，其中兩位已經由土耳其情報局掌握身份。 

 

根據資料顯示，阿聯對阿斯圖爾施以財務壓力，威脅將剝奪

他在阿聯的工作權，在雙重壓力下迫使他接受任務。雖然一

開始他不願意，在工作簽證遭到拒發的情況下，只好屈服，

因為在約旦恐更難找到工作。 

 

前四年的間諜活動主要在調查阿聯境內穆斯林兄弟會的成

員，最後阿斯圖爾得以取得居留證留在阿聯。 

 

土耳其廣播電視公司報導指出，阿斯圖爾後來交出了「對話

中心」(Hewar Center)的平面圖，這地方為其參與的智囊團所

在地，也同時交出智囊團辦公室的幾台電腦給土耳其情報局

官員，辯稱這些電腦是需要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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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47:1-4 

萬民哪，你們都要拍掌！要用誇勝的聲音向神呼喊！因為耶

和華至高者是可畏的；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他叫萬民服

在我們以下，又叫列邦在我們腳下。他為我們選擇產業，就

是他所愛之雅各的榮耀。 

 

 

禱告方向： 

➢ 穆斯林兄弟會是恐怖份子的溫床，是中東許多國家中反

對政治團體也是恐怖組織，目前在土耳其與埃及尤為掌

控政局。讓我們為土耳其穆斯林兄弟會目前掌握到阿聯

間諜的文件等，禱告所有會傷及以色列的文件資料等都

被銷毀，神在其中作王掌權。土耳其一再打壓神的子民，

為土耳其教會與宣教機構得蒙神保護禱告。為土耳其

MBB 禱告，神堅立弟兄姐妹的心志，並帶領他們有機會

傳福音，得人如得魚般的豐盛。 

 

 

  



 

特拉維夫疫情持續升溫 

 

特拉維夫病例超越高危險城市貝內貝拉克城 

 

衛生部回報目前新冠肺炎病例特拉維夫有 552例，而貝內貝

拉克僅 530例；週三(10/28)共做了 34,494次篩檢，其中 688

劑結果呈現陽性反應，感染率 1.9%。 

 

 
2020 年 10 月 23 日，攝於過度擁擠的特拉維夫海灘。(Photo: Daniel 

Rup) 

 

 

特拉維夫的病例數自數月以來，首次超越貝內貝拉克城。自

疫情開始以來，這座哈雷迪教徒居住的城市始終是 COVID-19

疫情的熱點。 

 



 

衛生部星期四(10/29)回報全國的活躍病例目前是 11,914人，

和這個月初相比，數字低了將近六倍。至少其中有 1,732 人

住在耶路撒冷，552 人住在特拉維夫，而 530 人住在貝內貝

拉克。 

 

更多了解貝拉貝克城，詳情請閱覽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142期 

 

衛生部也回報，他們週三(10/28)共做了 34,494 次 COVID-19

篩檢，其中 688劑結果呈現陽性反應，感染率 1.9%。情況嚴

重的病患總共 464人，其中 199人需要接呼吸器。官方統計

死亡人數已增加到 2,494人。本週二(11/3)最新官方數據顯示，

情況嚴重的病患有 382人，其中 176人需要接呼吸器。官方

統計死亡人數已增加到 2,580人。 

 

 
位於海法城蘭巴姆健康醫療園區(Rambam Health Care Campus)的新冠

肺炎病房。(Photo: IDF Spokesperson's Unit ) 

 

 

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index.php/zh-tw/news-tw/newsletter-weeklyly-tw/no142-tw


 

於此同時，以色列的新冠疫情內閣小組計劃再開會討論進一

步解除封鎖的可能性。財政部長卡茲(Israel Katz)主張下週盡

快重啟部分的貿易管道，但這舉動遭衛生部門強烈反對。    

 

11月 1日起，以色列已開放 1-4年級生回到學校上課，也同

意美容美髮業者以「一對一」的服務方式為前提，重新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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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56:3、10 

我懼怕的時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讚美他的話；我倚

靠耶和華，我要讚美他的話。 

 

禱告方向： 

➢ 繼續為以色列疫情守望，感謝主上週疫情趨緩，繼續為人

心轉向神尋求耶穌救恩禱告，願主在這一波疫情以色列

國中做新事，神是以色列的盾牌與避難所，靠近以色列的

歐洲疫情高升，保守以色列不受疫情反撲影響，為以色列

發出讚美言語，更多敬拜神，讚美的旋律在以色列中湧流

出來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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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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e.me/ti/p/@bcq307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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