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進入第四次國會大選 

以色列長達兩年的選舉僵局 

 

深度報導：2018年底納坦雅胡的以色列聯合黨（Likud party）

與聯盟夥伴同意將選舉延至 2019 年 4 月。自此以色列政治

體制陷入混亂，再加上新冠肺炎肆虐，可說是雪上加霜。 

 

 
以色列納坦雅胡總理。(Photo: The Knesset 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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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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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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兩年以色列將進入第四度大選，總理納坦雅胡因涉嫌貪

腐案即將受審，這猶如雲霄飛車般的一場政治危機，以下是

回顧的綜合報導。 

 

2018年底納坦雅胡的右翼以色列聯合黨（Likud party）與其

聯盟夥伴同意將選舉延至 2019年 4月。 

 

 
納坦雅胡總理與甘茨在國會開會。(Photo: Oren Ben Hakun) 

 

僵局 

 

納坦雅胡，這位以色列史上任職最久的總理，即使深陷貪腐

訴訟，仍寄望勝選連任。 

 

然而，自 2009 年即執政的聯合黨在選戰中與前以色列國防

軍總參謀長甘茨（Benny Gantz）領導的藍白聯盟（Blue and 

White alliance）不分軒輊。由少數右翼政黨支持的國會選擇

納坦雅胡組閣。 



 

不過，經過幾週的討論後，他仍無法取得 120席國會中的多

數，等到最後期限到了，以色列國會（Knesset）同意再度舉

行大選。 

 

反覆的僵局 

 

接著在 9 月 17 日的選舉，出口民調顯示雙方候選人勢均力

敵。 

 

 
2020年 3月，正值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大選的其中一所

投票站。(Photo: Lihi Krupnik ) 

 

 

兩天後納坦雅胡做出驚人之舉，他提議與甘茨組成聯合政府，

並堅持續任總理。9月 25日的結果是雙方再次陷入僵局。 

 



 

就算各有聯盟支持，任何一方均無法獲得必要的國會 61 席

多數，總統里夫林（Reuven Rivlin）責成納坦雅胡組成政府。

而這時甘茨拒絕加入支持，理由是納坦雅胡官司纏身。 

 

10 月 21 日納坦雅胡宣布組閣失敗，總統將任務交給甘茨。

一個月後甘茨向總統報告他亦無法組成政府。 

 

貪腐訴訟 

 

接下來司法部長指控納坦雅胡賄賂、貪污、背信，這是以色

列史上首位現任總理面臨審判。 

 

 

 



 

納坦雅胡拒絕這項指控，表示對方試圖讓他失去政治地位。

12月 11日為國會尋找新任總理的最後期限，國會宣布 2020

年 3月 2日將重新選舉。 

 

一年內第三度大選 

 

這回聯合黨贏得多數席次，3 月 15 日因新冠肺炎疫情大爆

發，法院暫緩納坦雅胡貪污案的審理。第二天，甘茨獲得 61

位國會議員支持，獲得提名重組政府，結果卻失敗。 

 

3月 26日甘茨當選國會發言人，次月則是重組政府的期限。 

 

聯合政府 

 

4月 20日，正值以色列因疫情鎖國導致經濟危機，納坦雅胡

與甘茨同意組成緊急臨時聯合政府。 

 

 
甘茨與納坦雅胡總理。(Photo: AP) 



 

這項三年的協議允許在下次大選前，納坦雅胡擔任 18 個月

的總理，甘茨另擔任總理 18個月。不料五天後數千名以色列

人聚集在特拉維夫示威抗議、反對這項協議，民眾認為該協

議違背民主。 

 

高等法院通過協議 

 

5 月 6 日，高等法院通過該聯盟協議，此協議後來由國會議

員背書。納坦雅胡的新政府於 5 月 17 日宣誓，卻因一開始

就勾心鬥角和相互指責遭遇重重困難。 

 

恐出現第四次大選 

 

12月初，在甘茨支持下國會初步通過解散國會的提議，甘茨

認為納坦雅胡「向大家說謊」。 

 

 

 
下一場選舉中的主要參選人。(Photo: EPA, Avi Moalem, Ido Erez ) 



 

上週二（22日），國會拒絕一項法案，亦即延長政府通過預

算或決定新選舉的午夜截止時間。此舉導致以色列恐面臨兩

年內的第四度大選。 

 

更複雜的是，明年一、二月納坦雅胡將以被告身份出席法庭

審理其涉嫌貪腐案，同時正是選戰全力開打的時候。 

 

翻譯：Joy Chen 

校稿：CANWF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Ynet News 

新聞日期：2020/12/23 

 

 

詩篇 132:8-9 

耶和華啊，求你興起，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願

你的祭司披上公義！願你的聖民歡呼！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政局安穩禱告，目前確定日期是在 2021年逾越

節之前的 3月 23日進行國會大選，這是二年來第四次國

會大選，求主挪去一切從人來的野心和企圖，禱告之後組

成的新內閣有從神來的祝福，滿有清潔，溫良柔順，沒有

偏見和假冒，並有從主來的智慧與憐憫，行公義，並存謙

卑的心與神同行。為以色列禱告，有合神心意與神同行的

領袖總理，並能接納基督徒，為日後宣教大門預備更多地

敞開，禱告主設立寶座在以色列國會當中。 



 

伊拉克教會最新現況 

《以色列今日報》中東記者專題報導基督教在伊拉克

面對的挑戰 

 

 
(Rami Dabbas) 

 

今年聖誕節對伊拉克基督徒來說並不開心。伊拉克教會可追

溯到使徒保羅在各地宣教植堂時期，因此教會曾一度非常興

旺，但如今已遭到嚴重破壞，幾乎面臨生死存亡關頭。 

 

離開伊拉克的基督徒人數已創下紀錄，這個地處中東心臟地

帶的教會，曾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宣教，現在卻面臨消失

的命運。 

 



 

伊拉克牧師巴沙爾·哈達德（Bashar Haddad）如今流亡美國，

他對《以色列今日報》表示：「這是繼伊斯蘭國（ISIS）進入

伊拉克之後，又一次基督徒逃難潮，這代表基督教在伊拉克

歷經 2千年後將走向盡頭。」 

 

 
法里斯 ·加喬（Faris Jajjo）和家人住在伊拉克北部的「庫德斯坦

（Kurdistan）」。 

 

早在 2014 年伊斯蘭國控制伊拉克北部基督徒人口稠密地區

之前，屠殺基督徒的行動就已開始。 



 

2004年，在巴格達與摩蘇爾教會舉行週日晚崇拜時，對他們

發動一連串汽車炸彈攻擊，預示著這個曾經是中東最大的教

會將面對可悲的未來。這六起攻擊事件造成 12人死亡，至少

71 人受傷，這是自 2003 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以來，對當地基

督教團體發動的第一起重大攻擊事件。2010年，伊拉克安全

部隊試圖營救巴格達教堂裡遭到基地組織（al Qaeda）槍手脅

持的 100 多名天主教徒，卻成了一起屠殺事件，造成 52 名

人質與員警喪命。從那時起，威脅、綁架和冷血殺害基督徒

的事件便層出不窮，大批基督徒持續逃離這個國家。 

 

從伊拉克逃到土耳其安全地帶的巴薩姆·哈達德牧師對《以色

列今日報》表示：「十多年來，伊斯蘭極端主義已造成伊拉

克大批基督徒流離失所。」他提到：「2003年在美國入侵伊

拉克後，伊拉克的基督徒人數從 150 萬人降到 25 萬人，減

少了 85%。」他接著說道，在這些年間：「基督徒慘遭屠殺、

綁架和謀殺，有時甚至淪為奴隸與遭受監禁。」 

 

伊斯蘭國只是其中一部分問題 

 

人們通常認為，伊斯蘭國需要為這些迫害事件負責；但在伊

斯蘭國戰士撤離伊拉克後，基督徒的處境並未改善。誠如牧

師所言：「基督徒持續遭受暴力對待與歧視，目的是為了破

壞他們的文化，並迫使他們離開伊拉克。」 

 

我們在伊拉克的朋友告訴我們，剩下的教堂不只很少有人參

加崇拜，而且許多教堂都已關閉，像是在巴格達東部巴拉迪

亞特（Baladiyat） 地區著名的聖三一教堂（Holy Trinity Church）。 



 

在土耳其的亞洛瓦教會（Yelova Church）負責人巴薩姆·哈達

德 （Bassam Haddad） 牧師表示，他能夠理解為何基督徒會

離開伊拉克，他自己就是遭到伊斯蘭恐怖份子的多次威脅後

逃離伊拉克。這位牧師表示：「穆斯林痛恨與他們不同的人，

他們對基督徒一向懷有敵意。」他說道：「即使我們與穆斯

林『共存』，他們仍然會闖入基督徒家中掠奪財物並攻擊他

們。穆斯林的歷史就是充滿血腥的歷史，自從鄂圖曼帝國時

代開始，他們就一直屠殺基督徒。」 

 

法里斯·喬（Faris Jajjo）是一名伊拉克基督徒宣教士，住在伊

拉克北部的庫德斯坦（Kurdistan） 地區。他對《以色列今日

報》表示：「伊拉克的歷史書幾乎沒有寫到有關基督徒的內

容。學校課程完全不提在伊斯蘭教傳入伊拉克之前，關於基

督徒或基督徒是誰的內容；他們只提到西方基督徒。因此大

多數伊拉克人都視我們為外國入侵者，或是移居伊拉克的移

民。」 

 

雖然我們難以取得伊拉克基督徒人口的確切數字，但致力於

捍衛伊拉克基督徒少數民族人權的一些非政府組織證實，目

前還留在伊拉克的基督徒人數應該只有 30萬到 40萬人之間 

。2003 年在巴格達的基督徒人數約有 75 萬人，目前人數只

剩不到 7.5萬人。 

 

據幾名消息人士透露，在巴格達南部多拉區（Dora），曾經

有許多基督徒醫生、知名市場與咖啡店老闆，以及大約 15萬

名基督徒，如今基督徒人數只剩下一千人。 

 



 

伊拉克基督徒也因為其他原因離開 

 

這個國家遭受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政府貪污腐敗、高失業

率，以及不斷惡化的政經情況，引發年輕人不滿，爆發抗議

浪潮。 

 

許多年輕基督徒在自己的古老家園看不到未來，因此想要離

開。 

 

事實上，也因為伊拉克正迅速成為穆斯林國家，因此基督徒

擔心他們將無法生存，甚至世俗穆斯林也發現，在這樣的國

家生活不易。 

 

除了要面對經濟困境帶給所有人的衝擊之外，伊拉克基督徒

還成為被人歧視、排擠，以及剝奪基本公民權的目標。 

 

如果你是基督徒，很多地方都不能工作，例如政府機關，這

迫使許多人想要離開這個國家。在伊拉克許多年輕基督徒完

成大學學業後，希望在國家政府單位工作，這是他們作為少

數民族的權利之一，卻發現自己被腐敗的穆斯林官員排拒在

外，而且被迫從事低階的勞力工作。 

 

這些基督徒熱愛自己的古老家園，但對於未來缺少盼望，因

此選擇離開。 

 

  



 

歡迎加入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互動群組，這是公開的

群組，裡面會有來自耶路撒冷最新的報導與分享，另外，也

有美麗的圖片或好文分享。自 2021年開始，我們也會將彌賽

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基督徒教會的代禱事項在此群組與您

分享，歡迎您加入。上傳訊息需要先經過版主同意，讓我們

在這裡一起營造乾淨純屬以色列與中東相關訊息和代禱的

園地！ 

 

請掃描我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歡迎您加入 

 

 

 

翻譯：豐盛 

校稿：CANWF 

邊審：雲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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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立比書 1:27-30 

只要你們行事為人與基督的福音相稱，叫我或來見你們，或

不在你們那裡，可以聽見你們的景況，知道你們同有一個心

志，站立得穩，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凡事不怕敵人的驚

嚇，這是證明他們沉淪，你們得救都是出於神。因為你們蒙

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你們的爭戰，就與

你們在我身上從前所看見、現在所聽見的一樣。 

 

 

禱告方向： 

➢ 為伊拉克教會在艱難時刻站立得穩禱告，繼續同有一個

心志，為所信的福音齊心努力；為華人教會禱告，能夠成

為在中東艱難環境下主內家人們的後盾補給站，在禱告

與奉獻上多多幫補，好叫他們被肢體與基督的愛所激勵，

繼續奔跑向前。為伊拉克所有宣教士靈魂興盛身體健壯

並出入平安，經歷從神來豐盛的慈愛與信實禱告。 

 

 

  



 

裝備與門訓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 

 

 

 

 

在以色列只有不到 2%的人信耶穌，對我們來說，這可能不會

很稀奇。但你是否知道在這少數人口中，阿拉伯基督徒佔了

絕大多數？ 

 

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基督徒 

 

當你拜訪以色列並和這裡的人接觸的時候，你一定會注意到

一件關於這個國家美好的事情：這個國家很多元化。現今的

以色列建立於 70多年前，這意味著他們是「薩布拉（Sabra）」

（土生土長的以色列人）、移民和當地社群的獨特混合。 

 



 

雖然在這片土地上大多數的阿拉伯人是穆斯林，他們當中仍

有少數很堅固的基督徒。我們不斷地被以色列阿拉伯基督徒

的真實、謙卑和信心鼓勵！ 

 

在以色列教會與宣教機構表示，其中一個使命是裝備當地信

徒，在他們的社群傳福音。我們希望各族各方的人都知道耶

穌無條件的愛！但是絕大多數的阿拉伯以色列人不會說希

伯來文，他們在工作、學校和日常生活中說阿拉伯文。 

 

投資基督徒門訓 

阿拉伯文是以色列的第二大官方語言。為了福音的緣故，我

們迫切需要將門訓的教材翻譯成阿拉伯文，為了在以色列重

要的阿拉伯人口中進行更有效的領袖培訓，我們非常需要他

們語言的資源！ 

 

透過禱告殿、商業會議、婦女事工和門徒訓練，以色列的阿

拉伯基督徒在事奉方面接受了極好的培訓。最後，他們幫助

那些身邊的人成為具有國度意識的耶穌追隨者。他們甚至還

更加渴望！ 

 

以色列擁有最優質的門訓教材，但其中大多數是希伯來文的

版本。目前已有宣教機構同工已經在著手把它們翻譯成阿拉

伯文，希望為了福音的緣故能夠獲得更大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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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前書 6:12 

你要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為此被召，也在許

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禱告方向： 

➢ 為所有在以色列的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基督徒教會

並宣教與禱告機構事工禱告，神的愛激勵信徒們為真道

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請為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

心禱告，在 2021年所有的計畫與開展滿足天父上帝的心

意，並祝福華人教會進而更多地成為祝福以色列的平台。

為同工們有夠用的恩典，並為所有經費的需要充足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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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