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以色列人視參謀長為萬靈丹？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並不是救世主」 

四位前陸軍參謀長聯手對付納坦雅胡，但卻發現自己成了他

的手下敗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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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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過去三場大選的洗禮，以色列參謀長給人的形象無疑遜

色不少。前參謀長甘茨踏入以色列政壇，雖曾讓人眼睛為之

一亮，但現在看來，似乎結果讓人大失所望。他的「藍白聯

盟（Blue and White）」陣營曾在以色列議會拿下最高席次 35

席，但這已經是過去式。根據最新民調顯示，這個黨在下屆

選舉中只能拿下區區四席，這代表他們將無法跨過選舉門檻。 

 

現在，船要沉了，同黨同志爭相跳船；其中還包括甘茨的得

力助手和另一名以色列國防軍前參謀長阿胥肯納吉（Gabi 

Ashkenazi），他決定退出政壇，並重新思考自己的未來。藍

白聯盟的第三位前參謀長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最初打算

第四度參選，不過在最後關頭仍決定懸崖勒馬。第四位前陸

軍參謀長亞隆（Moshe “Boogie” Ya’alon）帶著他的民族復興

運動黨（Telem）派系與另一個「藍白聯盟」創始黨未來黨（Yesh 

Atid）一同投靠反對陣營。 

 

 
表現可圈可點：2019 年 9 月，三位前參謀長與同黨夥伴拉皮德（Yair 

Lapid）（左二）一同慶祝大選「勝利」。 



 

以色列安全部隊前發言人班納雅胡（Avi Benayahu）將軍對以

色列電台解釋道：「從政之路根本不能走捷徑。從甘茨和阿

胥肯納吉兩人毫無從政經驗就步入政壇，就能夠說明結果。

他們都被一人所害，這人對參謀長和將軍從政很感冒。的確，

以色列參謀長和將軍在處理戰爭與和平事務，以及與他人打

交道和理解他人方面經驗老到，但在政治圈中這還不夠。最

糟糕的情況就是在踏入政壇時，遇上的危險對手是政壇老將

納坦雅胡，這就是甘茨和阿胥肯納吉的遭遇。」 

 

 
在以色列國會的甘茨和納坦雅胡—面對政壇老將根本毫無勝算。 

 

 

以色列首位軍事女發言人露絲．亞隆（Ruth Yaron，2002 年

到 2005 年）也加入辯論，她解釋道，甘茨已大幅降低以色列

人對參謀長的景仰程度。她表示：「但這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不應該將每位參謀長都當成某種政治救世主看待，將軍隊領

袖吹捧為以色列救世主的日子應該要結束。」 

 

自以色列建國以來，已有 13 位前參謀長參政，其中包括戴陽

（Moshe Dayan）、拉賓（Yitzhak Rabin）、艾坦（Rafael Eitan） 

和巴拉克（Ehud Barak）。除了這個數字之外，還要追加另外

28 位將領。多年來，這些將領都曾參與政治事務。在以色列

社會，這些高階指揮官的確經常被封為救世主，因為以色列

人相信，有辦法在以色列國防軍晉升到高階將領位子的人，

也最有機會在政治戰場上解救以色列。但事實並非一定如此 

。士兵和戰場是一回事，但政治人物和政治圈又是另一回事。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以色列將領涉入政治是弊多於利，因

為他們無法在政治圈中跳脫框架思考。巴拉克（Ehud Barak）

是以色列獲頒最多勳章的軍官和指揮官，也是總參謀部偵蒐

隊（Sayeret Matkal）突擊菁英部隊的退伍軍人。但現在大多

數人只記得他是以色列最糟糕的總理。 

 

在亞倫看來，不該把甘茨當作是政治情勢下的犧牲者：「甘

茨毫無從政經驗，且在不容易的情況步入政壇。但他總是作

出不明智的決定，他需要為這些決定負責，而不是對人吐苦

水，只一昧地責怪別人。」根據這兩位前軍事發言人的說法，

艾森科特曾經是非常優秀的參謀長，如今他正在為甘茨做的

決定付出代價，最終迫使他不得不遠離政治戰場。 

 



 

 
2011 年 2 月，時任以色列國防部長和前總理巴拉克任命甘茨為以色

列國防軍參謀長。甘茨當時是取代目前同黨的同仁阿胥肯納吉。 

 

畢比（Bibi，指納坦雅胡）粉絲右翼新聞記者馬格爾（Yinon 

Magal） 就此事嘲諷地評論道：「在以色列政壇中出了這樣

的參謀長，畢比亟欲拉攏在中東地區的阿拉伯國家，與他們

維持和平關係，是一點也不足奇的。」也就是說，要看是哪

些跛腳鴨在領導以色列軍隊。 

 

無論我們站在哪一邊，我們都不應將納坦雅胡吹捧為救世主 

，就像我們也不該這樣看待以色列這些著名的參謀長。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撒迦利亞書 4：6）這是我還是年輕士兵時一路引導我的經

文。我和戰友們手拿聖經和武器，對著耶路撒冷的那面西牆

進行宣誓，一面口中宣告這些話語。許多以色列人都同意：

政治上缺少的就是上帝的靈。 



 

這是提醒我們，在猶太歷史中，嫩的兒子約書亞被視為以色

列戰鬥部隊的首位參謀長。在得著應許之地後，他服完兵役，

卻沒有投身政治。因為上帝的靈降臨在他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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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迦利亞書 4:6 

他對我說：這是耶和華指示所羅巴伯的。萬軍之耶和華說：

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禱告方向： 

為以色列政局禱告，求神的靈充滿運行在其中，為所有執政

掌權者與位居要位者禱告，願意敞開心接受神的引領，謙卑

與倒空自己，降服於神的帶領。為以色列 3 月 23 日國會選

舉禱告，主賜福新任總理、內閣部長和所有國會議員，全都

被主使用。 

 

 

  



 

施打疫苗與疫情發展 

 

衛生官員：研究對疫苗能否有效對抗南非新冠病毒株

「表示憂慮」 

 

阿爾羅伊·普雷斯表示，目前還不清楚疫苗會對變種病毒產

生何種影響，但她警告，突變病毒可能會降低疫苗的保護作

用。 

 

 

 
說明：2020 年 11 月 30 日，在南非約翰尼斯堡郊區索維托（Soweto）

的克里斯·薩尼·巴拉格瓦納斯醫院（Chris Sani Baragwanath Hospital），

赫拉特斯瓦約 （Thabisle Khlatshwayo）正在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

疫苗試驗所接受第二劑疫苗施打。(AP Photo/Jerome Delay) 

 



 

以色列衛生部一名高級官員在週三（1/6）表示，擔心現有疫

苗對據信來自南非的新冠病毒株可能無效。 

 

以色列衛生部公衛部門代理主管阿爾羅伊·普雷斯（Sharon 

Alroy-Preis） 引述一項「令人憂心」的初步研究指出，南非

變種病毒可能會降低疫苗的保護作用，但強調目前還不清楚

疫苗會對該病毒株產生何種影響。 

 

她對以色列國會的憲法、法律及司法委員會（The Constitution, 

Law and Justice Committee）表示：「如果我們得到的結論是

疫苗無效，我們就會要求確診感染者，以及從南非返國的人

士入住旅館進行隔離。」 

 

 

 
2021 年 1 月 6 日，以色列衛生部公衛部門代理主管阿爾羅伊·普雷斯

透過視訊對以色列國會的憲法、法律及司法委員會發表看法。(Screen 

capture: YouTube) 



 

目前還不清楚阿爾羅伊·普雷斯所指的是什麼研究。南非科學

家正在進行疫苗試驗，想要瞭解疫苗是否能有效對抗這種病

毒株。 

 

南非變種病毒和另一種出現在英國的變種病毒，據說是更具

傳染力的新種病毒，因此引發各界擔憂。 

 

莫德納（Moderna）的首席醫療長札克斯（Tal Zaks）週三（1/6）

對以色列電視台表示，他認為位於麻州的莫德納公司生產的

疫苗，將可為施打疫苗者提供面對英國和南非變種病毒所需

的保護。 

 

曾與輝瑞公司合作開發疫苗的 BioNTech 負責人，在上週接受

訪問時表示，他相信他協助開發的疫苗可有效對抗英國變種

病毒。 

 

疫苗製造商表示，他們可在幾週內對疫苗產品進行調整，以

適應新的變種病毒。 

 

阿爾羅伊·普雷斯對以色列國會議員表示：「我們正在因應可

能會快速爆發的變種病毒（例如英國變種病毒），以及會有

損疫苗效力的病毒。我們知道以色列已出現社區傳染。」 

 

在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證實，第一批莫德納疫苗將在週四

（1/7）運抵以色列時，阿爾羅伊·普雷斯發表了上述評論。 

 



 

納坦雅胡表示，對於無法去到疫苗中心的人，無論他們正在

接受隔離，或是有其他原因，都會為他們安排疫苗施打。 

 

他沒有具體說明，有多少劑疫苗將運抵以色列，儘管有報導

指出，疫苗數量應介於 10 萬到 15 萬劑之間。納坦雅胡還表

示，他仍在爭取提高其他疫苗對以色列的供貨量。 

 

 
2020 年 12 月 30 日，在麻州波士頓，護士手上拿著莫德納的新冠肺

炎疫苗。(Elise Amendola/AP) 

 

莫德納在週一（1/4）表示，以色列已訂購 600 萬劑的疫苗，

足夠 300 萬人施打。這家美國生技公司原先計畫在 3 月份開

始向以色列交貨。 

 

儘管以色列需要解決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的問題，但這個國家

的疫苗施打計畫正如火如荼地進行，並計畫在周四晚上（1/7）

實施更嚴格的封城。 



 

自從 12 月 20 日疫苗開打以來，以色列每天大約為 15 萬人

施打輝瑞疫苗，主要施打對象是老年人、高危險族群和醫護

人員。不過，據報導，以色列的醫療系統正面臨疫苗數量不

足的問題，將迫使醫療人員放慢新疫苗的施打速度。 

 

以色列衛生官員表示，以色列將在未來幾週優先施打第二劑

疫苗，且有足夠的疫苗數量提供給所有完成第一劑疫苗的接

種者。 

 

國防部長甘茨在週三（1/6）表示，在以色列所有高危險族群

和教師都施打完成之前，以色列國防軍不會要求額外增加疫

苗數量。 

 

 
2020 年 12 月 20 日，一名醫護人員在耶路撒冷的哈達薩醫院 

(Hadassah Hospital) 接 受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的 施 打 。 (Yonatan 

Sindel/Flash90) 

 



 

同時，位於埃因克倫（Ein Kerem）和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

的哈達薩醫院（Hadassah Hospital）告知其員工，從周四（1/7）

開始，只要未接種疫苗就無法繼續在醫院工作。這些在耶路

撒冷的醫院會讓這些員工請休假。 

 

在新冠肺炎病例激增時實施這項命令，不適用那些患病後痊

癒或是正在參與以色列疫苗試驗的人。 

 

根據以色列《第 12 頻道（Channel 12 News）》的新聞報導，

在哈達薩埃因克倫醫院（Hadassah Ein Kerem Hospital），因

為新冠肺炎併發症接受治療的 10 人中，在施打輝瑞第一劑

疫苗後，驗出新冠病毒陽性。該電視台表示，醫院不會對這

些人施打第二劑疫苗。 

 

還記錄到以色列人在接受第一劑疫苗後，感染病毒的其他案

例。 

 

輝瑞疫苗應該在施打第一劑 21 天後，再施打第二劑。第二劑

可增強免疫系統對病毒的反應，疫苗有效性達 95%，並提供

持久的免疫力。在接種第二劑大約一星期後，或是接種第一

劑的 28 天後，才能達到這種免疫效果。 

 

莫德納疫苗的兩劑施打間隔為 28 天。 

 

扎克斯在《第 12 頻道（Channel 12）》的新聞訪問中提出警

告，不應該像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一樣，決定延後第二劑疫

苗的施打時間。 



 

他表示：「我不建議這麼做。」 

 

札克斯是以色列人，他還建議不要將莫德納和輝瑞的疫苗混

用。 

 

 
2020 年 1 月 27 日，影片中畫面靜止，莫德納首席醫療長札克斯（Tal 

Zaks ）在麻州劍橋的公司總部接受訪問時發表看法。 (AP 

Photo/Rodrique Ngowi) 

 

以色列衛生部在週三（1/6）晚上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自午

夜開始已新增 4,488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現有感染病例數

已達 60,801 例。 

 

衛生部表示，當中有 887 人屬於重症，其中 210 人需要使用

呼吸器，死亡人數為 3,512 人。 

 



 

以色列衛生部表示，週三（1/6）確診人數為 8,191 人，連續

兩天確診感染病例超過 8,000 人，檢驗結果中有 6.8%的復陽

比率。 

 

自新冠肺炎大流行開始以來，每日最高確診記錄是在 9 月 30

日，當時以色列正處於第二次封城，記錄到 9,000 多例的感

染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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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禍患必不

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禱告方向： 

本週二中午截止，經由以色列衛生部報告，以色列週一（1/11）

當日確診人數已飆高 9,589 病例，確診率上升至 7.6%。縱使

目前已經將近有 190 萬人施打新冠病毒疫苗，然而單日確診

人數自三月以來為最高人數。讓我們繼續為以色列疫情禱告 

，主憐憫以色列，吸引百姓的心回轉向神，尋求主面。 

 

 



 

亞伯拉罕協定取代三不和 

 

蘇丹於首都喀土穆正式簽署亞伯拉罕協定 

 

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王國之後，蘇丹成為第三個與以

色列關係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摩洛哥預計隨之在後。 

 

 
蘇丹首都喀土穆。(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非洲國家蘇丹於本月 6 日正式簽署亞伯拉罕協定，準備與以

色列建交。 

 

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簡稱阿聯）、巴林王國之後，蘇丹成

為第三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下一個預計是

摩洛哥。 



 

阿聯與巴林於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美國白宮分別與以色列簽

署亞伯拉罕協定。這兩個波斯灣國家是首先與以色列關係正

常化的阿拉伯國家。約旦和埃及則分別於 1994 年和 1979 年

與以色列簽訂和平條約。 

 

本月 6 日蘇丹在首都喀土穆（Khartoum）的典禮上簽署協定，

在場包括代表美國出席的美國財政部長史蒂芬．梅努欽

（Steven Mnuchin），他在推特上表示亦前往以色列訪問。 

 

蘇丹曾於 2019 年政變中推翻獨裁者巴希爾（Omar al-Bashir），

去年十月宣布將與以色列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條件是只要

美國政府能把蘇丹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美方要

求蘇丹同意支付三億三千五百萬美元補償美國的恐怖主義

受害者。 

 

去年十二月，美國國會的「務必通過」消費議案，其中包括

保護恐怖主義受害者，重啟蘇丹支持恐怖主義的訴訟，以及

新冠病毒（coronavirus）援助法。川普總統已簽署同意這些

議案。 

 

蘇丹是一個以阿拉伯穆斯林人口為多數的國家，南接埃及，

長期被認為是仇視以色列的國家之一。聞名的 1967 年「喀土

穆決議」，在六日戰爭（Six-Day War）之後阿拉伯聯盟在蘇

丹首府喀土穆宣布，拒絕跟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也不會承

認以色列。該決議包含眾所周知的「三個不和」：「不與以

色列和平、不承認以色列、不與以色列談判。」 



 

然而，目前蘇丹政府將焦點放在重建經濟和擴張國際投資，

為了改善與美國的關係，尋求與以色列建立更友好的連結。

蘇丹西鄰的國家查德曾於 2019 年與以色列建交，2011 年正

式獨立的南蘇丹也已經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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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9:26 

耶穌看著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禱告方向： 

為神所成就將不可能轉變為可能的事向主歡呼，在人看，雖

然是條件說來決定談和以成就亞伯拉罕協定，然而我們真看

見現今的時刻就是神所定的成就時刻，這如同展開一幅未來

的藍圖，使我們能不再當糊塗人，而是與神同工，看著神的

手在其中，繪畫出祂所要成就的新事-神使用以色列祝福列國 

。讓我們一起為此禱告守望，猶太百姓與穆斯林百姓都回轉

向神，得著主的救恩，在人這是不能的，然而耶穌説：在神

凡事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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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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