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杏樹開花．思想神的話 

春天來臨前開花的杏樹有著猶太人豐富的象徵意涵 

杏樹是聖經奇蹟的主角與勤勞的象徵，當杏樹開花時，正好

是猶太人的植樹節，而其他大多數植物仍冰封在冬天的懷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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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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察·洛夫（Richard Louv）在其重要著作《失去山林的孩子

（Last Child in the Woods）》一書中提出這樣的理論，人類在

遺傳本能上會與自然界建立某種聯繫。 

 

這種聯繫會隨著樹木生長或花朵綻放而變得活躍，因此產生

某種超脫美感的喜悅之情，並讓人回想起過去，當植物盛開

之時，就是人類得以生存下來的明確表徵。 

 

人類對自然寶藏的依賴，也是聖經之所以提到 100 多種植物

的背後原因，通常這些植物都有其象徵意涵，能夠幫助我們

理解聖經文本。 

 

上週三至週四，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會慶祝猶太植樹

節（Tu Bishvat）這個小小節日，藉由植樹活動與食用水果（通

常是果乾）來歡慶大自然的美好，而且更要留意栽種樹木。 

 

這個時機還稍嫌早，因大多數樹木和其他動植物都還在冬眠 

，而杏樹則沒有，並在這時候開始在以色列各地綻放花朵，

成為春天第一批盛開的植物。 

 

杏樹是薔薇科家族的一員，杏樹開花對於以色列來說，就好

比是日本的櫻花，杏樹上開滿數萬朵嬌嫩的白花或粉紅色花

朵，由於杏樹在葉子出現之前就已先開花，因此更顯得搶眼。 

 

 



 

 
2018 年 2 月 14 日，在以色列北部，一隻蜜蜂在杏樹上吮吸花蜜。

(Anat Hermony/Flash90) 

 

杏樹以開出為數眾多花朵，立自己於不敗之地，至少提高一

些花朵授粉與受精的機會。 

 

野生杏仁實際上是灌木叢植物，果實苦澀，種子在被咬時會

釋出氰化物。這是針對草食性動物的一種防禦機制。一般杏

樹（學名：扁桃樹 Amygdalus communis）經過種植，可以結

出甜美的果實，即使通常經由自然傳播，也可以在較荒涼的

地方找到其身影。 

 

 



 

 
2020 年 2 月 21 日，杏樹開花。(Anat Hermony/FLASH90) 

 

在聖經中，與杏樹枝有關的神蹟，決定了利未支派蒙上帝揀

選作以色列的祭司。 

 

當以色列人身處谷底時，可拉曾領導以色列人，對摩西發動

叛變，上帝懲罰他和他的同夥，同時差遣瘟疫殺死上萬名支

持他們的人。 

 

在民數記 17 章中，上帝指示摩西，從 12 個支派首領中各取

一根杖或樹枝，並將他們放到會幕內的約櫃前。 

 

耶和華在民數記 17:5中對摩西說道：「後來我所揀選的那人，

他的杖必發芽。這樣，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們所發的怨言止

息，不再達到我耳中。」 

 



 

摩西就照著上帝的話去行。 

 

經上記載：「第二天，摩西進法櫃的帳幕去。誰知利未族亞

倫的杖已經發了芽，生了花苞，開了花，結了熟杏。」 

 

 
尤利烏斯·施諾爾·馮·卡洛爾斯費爾德 (Julius Schnorr von Carolsfeld) 

於1860年創作的木刻版畫《亞倫的杖發芽》。(Public Domain, Wikimedia 

Commons) 

 

上帝接著向利未支派首領亞倫表明，他的家人和後裔都將在

聖所中供職。 

 

為何是杏仁？在自然界，杏仁是最先開花，但要花很長時間

才能結出成熟的杏果。但這根特殊的杏枝竟同時發芽、開花

並結出成熟的杏果，當時的農民都知道，若不是神蹟，根本

就不可能發生。 

 



 

在另一個時空背景，在西元前五世紀，舊約次經思想家亞希

加（Ahikar） 指示他的追隨者要效法桑樹，在開花後不久就

結果，而不是杏樹結果需要花時間。 

 

在出埃及記（25:32-33）的另一處經文中也提到杏仁，當時上

帝對於希望看到的聖所樣貌給予清楚的指示。 

 

燈臺兩旁要杈出六個枝子：這旁三個，那旁三個。這旁每

枝上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枝上也

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從燈臺杈出來六個

枝子都是如此。（出埃及記 25:32-33） 

 

 
2020 年 12 月 9 日，在耶路撒冷舊城區豎立著重建後的聖經金燈臺。

(Yonatan Sindel/Flash90) 

 

 



 

上帝在描述金燈臺（油燈）時說道：「燈臺兩旁要杈出六個

枝子：這旁三個，那旁三個。這旁每枝上有三個杯，形狀像

杏花，有球（保護花瓣的杯狀萼片），有花；那旁每枝上也

有三個杯，形狀像杏花，有球，有花。從燈臺杈出來的六個

枝子都是如此。」 

 

杏仁在希伯來文有「搖動（Shaked）」的意思。另一個詞是

「Shakdanoot」，這個字詞適用於勤奮的人以及有恆心且勤

奮學習《妥拉》（Torah，指摩西五經）的人。在耶利米書（1：

11-12）中，「Shakdanoot」也有表示留心之意。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我說：

『我看見一根杏樹枝。』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

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杏仁。(Melanie Fidler /Flash90) 

 



 

在基督信仰中，杏仁的種子藏在外殼和硬殼之後，象徵處女

的純潔，而耶穌在人的樣式中則藏著敬虔。 

 

猶太植樹節（Tu Bishvat）並未出現在聖經中，按字面意思是

在希伯來月份細罷特月（Shevat，相當於陽曆一、二月）的第

15 天。猶太植樹節是在《米示拿》（Mishna，將拉比的教導

書面化集結而成）中首次提到，由讚美學校（School of Hillel）

訂定「樹木新年（New Year of Trees）」，而沙麥學校（School 

of Shammai）則決定這新年會落在細罷特月的第一天。 

 

事實上，正如中世紀猶太學者邁蒙尼德（Maimonides）在他

對《Tractate Rosh Hashana》（出自塔木德第二卷《節期篇》）

的評論中所做的解釋，猶太植樹節並不是為了紀念某個節日 

，而是為了什一稅（Tithes）的目的，以這個節日表示一個財

政年度的結束。 

 

 
2019 年 2 月 11 日，在戈蘭高地杏樹開花的景象。 (Maor 

Kinsbursky/Flash90) 



 

以色列境內大多數的果樹是落葉樹。他們在秋天掉葉子進入

休眠，並在細罷特月份（通常是在 2 月份左右）開始恢復生

命力。 

 

正如諾耿·呂便  (Nogah Hareuveni) 在《聖經風物大觀園

（Nature in our Biblical Heritage）》中所做的解釋，在細罷特

月 15 日之前開始形成的果實會與剛結束那一年的其他作物

一起徵稅，而在這日期之後開始形成的果實會在接下來這一

年徵稅。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1/27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耶利米書 1:11-12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什麼？我說：我看

見一根杏樹枝。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因為我留意保

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禱告方向：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未見之事的確據。禱告主幫助我們在

主裡信心成長，藉著客觀的事實察驗什麼是神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支取天上的祝福與信心的力量來完成神所交

付的並活出主的榮耀。為華人教會禱告，在等候主再來之時，

能夠同心合意在主裡彼此相愛，相互扶持，並成為站立在猶

太長兄身後，歡迎主再來。繼續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救

恩禱告，並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彼此的關係神掌權禱告。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對伊朗的計策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下令襲擊伊朗核武計畫 

 

 

 

 

以色列國防軍（IDF）參謀總長科哈阿非中將（Chief of Staff 

Aviv Kochavi）於上週二（1/26）宣布準備軍事行動，襲擊伊

朗今年的核子計畫。 

 

科哈阿非中將日前在以色列國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演講時說道：「我已指示軍隊，除

了現有作戰計畫之外，還要準備若干計畫。我們今年會負責

策劃這些作戰計畫，至於是否要付諸實行，由政治領導人決

定。但是所有計畫必須提交討論，無論是現有的、準備好的

以及演練過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_izgR9Obs


 

科哈阿非如此警告乃是因爲美國新任總統拜登（Joe Biden）

計畫與伊朗恢復 2015 年簽署的協議，此協議用意是限制伊

朗發展核武。然而，拜登政府已表示想與以色列、波斯灣國

家協商出與伊朗之間更強固的協議，並且該項協議需視伊朗

的回應而定。 

 

以色列領袖則認為 2015 年的協議如今是有瑕疵的，將容許

伊朗發展核武。伊朗向來宣稱其核能計畫是為民生用途，最

近宣布已開始提高鈾存量，等級只低於武器等級一些些。美

國前總統川普 2018 年退出伊朗核子協議，並對伊朗實施經

濟制裁，因其違反協議內容。 

 

就在科哈阿非演說的幾小時前，伊朗力勸美國總統拜登重返

伊核協定，該國發言人阿里．拉比伊（Ali Rabiebi）說：「機

會難得，逾時不候。」 

 

科哈阿非表示，重返伊核協定或僅是稍作調整「都是不好的

行動、不好的決策。」以色列官員認為，任何與伊朗的新協

議應該移除「落日條款」註一，亦即那些已不適用於限制伊

朗核能計畫的條款。以色列也希望美國處理伊朗的長程飛彈

計畫，支持以色列對抗周圍的敵人。伊朗目前可以發射距離

約 2,013 公里的長程飛彈，射程範圍可達以色列和美國位於

中東的軍事基地。「伊朗德黑蘭到以色列特拉維夫是 1,948 公

里，德黑蘭到耶路撒冷是 1961.2 公里」 

 

科哈阿非說：「假使 2015 年的核子協議付諸行動，該協議並

未包括當協議終止後仍有效力，如此一來伊朗得以製造武器。



 

截至今日，伊朗已經增加鈾濃縮物質，超過許可的範圍。伊

朗發展和製造離心機 （Centrifuge）以致能夠快速生產武器，

比以前更迅速，只要在幾個月、甚至幾週內即可生產。」 

 

一位伊朗資深官員於 1 月 27 日週三反駁科哈阿非的警告，

並強調伊朗勢必反擊任何攻擊行動。 

 

伊朗總統魯哈尼（ Hassan Rouhani）的幕僚長瓦伊齊

（Mahmoud Vaezi）說：「對於保護國家，我們嚴正以待。」 

 

根據伊朗媒體報導，瓦伊齊進一步表示，「對方只是紙上談

兵，採取心理戰術，實際上毫無計畫、毫無能力、毫能無實

力作戰。」 

 

科哈阿非認為伊朗核子計畫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威脅」，有

可能引發中東地區的「核武競賽」。 

 

因此他請求拜登政府延續川普的「最大壓力」行動（maximum 

pressure campaign）註二，繼續對伊朗實施經濟制裁。 

 

科哈阿非重申，「今日的伊朗可不是 2015 年簽署協議的伊

朗，現在伊朗處於巨大的壓力之下，國內的經濟壓力、通貨

膨脹、人心苦毒、動盪不安，美國的經濟制裁導致國民薪資

縮水。而這些壓力必須持續下去。」 

 

 

 



 

註一： 

落日條款，又稱為日落條款，指的是法律或合約中訂定部份

或全部條文的終止生效日期。通常訂定日落條款的目的是在

該條文終止其效力前有緩衝期，可先行準備及實施相關的配

套措施。 與日落條款相對應的是日出條款，指的是法律或合

約中訂定部份或全部條文的開始生效日期。（出處：維基百

科） 

 

註二： 

前美國川普政府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 2231 號決議賦予美國

的權利，啟動了回彈條款機制（Snapback），以消滅伊朗對

中東和平上最大的威脅。美國採取最大壓力行動（maximum 

pressure campaign）對於伊朗除武器禁運外，限制措施還包括

禁止伊朗從事鈾濃縮和再加工有關的活動，禁止伊朗進行彈

道導彈測試和開發，任何向伊朗轉讓核技術和導彈相關技術

等行為實施制裁。如果有聯合國成員國未能履行其執行這些

制裁的義務，美國準備動用國內權力，對這些失職行為施加

後果，並確保伊朗不從聯合國制裁中獲益。（出處：美國國

務院官網） 

 

 

 

新聞出處：CBN NEWS 

新聞日期：2021/1/27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詩篇 111:6-9 

他向百姓顯出大能的作為，把外邦的地賜給他們為業。他手

所行的是誠實公平；他的訓詞都是確實的，是永永遠遠堅定

的，是按誠實正直設立的。他向百姓施行救贖，命定他的約，

直到永遠；他的名聖而可畏。 

 

禱告方向： 

為美國拜登政府能走在神心意中禱告，特別是否要進入原本

已退出的伊朗核協定，禱告主恩待憐恤美國不行悖逆傷害以

色列之事，繼續行前任美國總統川普與中東海灣國家的友好

政策，成為祝福以色列和列國的橋樑。為伊朗這隻豺狼求主

敗壞傷害以色列的詭計，主親自看守以色列不打盹也不睡覺 

，興起代禱守望者在此關鍵時刻日日禱告。為以色列和伊朗

雙方沒有任何擦槍走火之事，求神掌權禱告。 

 

 
(Credit: Impactforliving.com 



 

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未來擴建計劃 

 

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展開規模龐大的擴建計劃 

耶路撒冷對建築許可大開綠燈，無論好壞都可能重塑這座城

市。 

 
耶路撒冷負責外交關係、經濟發展與觀光事務的副市長芙蓉．哈桑-納

胡姆 (Fleur Hassan-Nahoum) 在耶路撒冷美國大使館擴建計劃原址。

(photo credit: Courtesy) 

 

三年前，美國前總統川普信守幾十年前的承諾，將美國大使

館遷至耶路撒冷，並推動以色列首都成為世界大城市的願景 

。希望一旦美國遷大使館，其他國家也會跟進 ; 耶路撒冷人

將生活在如同彌賽亞救主降臨的夢境中：即城市到處是大使

館、領事館和文化中心，努力在猶太國家與世界各國之間維

持良好關係。 



 

負責外交關係、經濟發展與觀光事務的耶路撒冷副市長芙蓉．

哈桑-納胡姆表示，這座城市最近批准兩張新的建案許可，一

張將在亞諾納 （Arnona）山坡地現址擴建成五層樓建築，另

一張將蓋 10 層樓建築，作為亞諾納北部（或是塔皮奧特

Talpiot）大樓的一部分，其位置就在希伯倫路（Hebron Road）、

丹尼爾·揚諾夫斯基街（Daniel Yanovski St.） 與哈諾克·阿爾貝

克街（Hanoch Albek St.）的轉角處，想像以美國大使館為「錨

點」，將其周圍整個都市空間都改造成使館區。她指出，目

前計劃已送交地方議會，下一個階段將是呈報地區委員會，

之後，公眾人士可就此提出反對意見。 

 

美國方面為了擴建現有大使館建築並興建新的使館，要求核

發許可。由於這項計劃還在初步階段，因此並未明確說明這

些建築的用途，是作為大使館或領事館、或是在任外交官家

人居住的公寓或辦公空間。據估計，約有 700 名建築工人將

在大約兩年後開始施工，約在 2026 年前後正式完工。 

 

美國駐外館舍局（Bureau of Overseas Buildings Operations，

OBO）前局長戴維斯（Addison Davis IV）曾與耶路撒冷市市長

摩西‧里昂 （Moshe Lion）見面，商討該計劃，表示明確的

承諾。為了確保美國外交人員家庭的福祉，美國國務院官員

在規劃搬遷之前，就已開始討論設立學校與提供設施服務。 

 

芙蓉副市長解釋道，四年前，當美國駐倫敦大使館啟用位在

泰晤士河畔九榆樹社區（Nine Elms）的新址時，這項耗資 10

億美元打造的使館計劃對倫敦西南區影響之大，堪稱為「使

館效應」（Embassy Effect）。 



 

開設這麼重要的機構時，其駐在國（這個例子指的是英國）

需要確保途經大使館或周邊地區的人員安全，因此社區安全

獲得改善。同時在大使館工作的數百名員工，都需要為他們

提供飲食、理髮，購買食品雜貨以及藥妝產品等，因此帶動

當地商業繁榮。 

 

在她看來，一旦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整個全面開放，所有

情況都會有所改善。規劃中的美國大使館就正對希伯倫路

（Hebron Road），因此人員可以輕鬆從鄰近輕軌站步行抵達

使館，當地輕軌站到時候也會正式營運。 

 

位在亞諾納以東與總督府步道（Armon Hanatziv）附近相連的

都市空間將改造成外交領事區，未來會興建新的飯店與辦公

室來服務更大範圍的外交領事圈。芙蓉副市長謹慎地指出，

我們不會破壞公園裡的林木，而是會一併整合到新空間，而

且從步道望去可看到耶路撒冷舊城區地標圓頂清真寺（Dome 

of the Rock）的景緻，可能會讓每位來訪的公務人員都受到鼓

舞。 



 

 
美國使館大樓的計劃草圖。(Courtesy Jerusalem City Hall) 

 

1990 年在德國統一後，柏林也面臨與耶路撒冷類似的情況，

外交使館開始從波昂搬遷到新首都柏林。當時柏林的解決之

道是建立一項名為使館交流（Embassy Exchange）的全新服務 

，希望協助外交領事圈解決搬遷問題。看來耶路撒冷有直布

羅陀出生的芙蓉副市長就搞定了。 



 

她可以一下子參加 Zoom 會議、討論與當地居民關係，又回

應完全不認識的人詢問她對觀光產業的看法。 

 

她說：「有志者事竟成，人民的公僕就應該為民眾服務。」 

 

戈倫（Nimrod Goren）和艾達爾（Akiva Eldar）在其 2002 年

的傑出著作《耶路撒冷埋伏》（Jerusalem Ambush）一書中透

露，至少他們討論到總督府步道的另一項可能。如果美國在

耶路撒冷開設大使館，並引發外交圈的跟進潮，他們建議可

以在哈雷特（Har Heret，位於耶路撒冷偏僻郊區）打造外交

圈。雖然該地區景色優美，但因計劃不切實際，很快就打消

這個念頭。在哈雷特辦公的外交官會陷入幾乎可笑的窘境，

要開車才能前往所有重要場合，而且也缺乏所有必要的設施

服務。 

 

如果要更瞭解美國近期外交政策轉變所代表的意義，我們應

該向戈倫和艾達爾請教。瞭解美國在 1960 年代初，是如何威

逼其他國家，包括日本、衣索比亞和委內瑞拉，不希望他們

在耶路撒冷這個城市開設大使館。 

 

耶路撒冷問題被認為具有很大爭議，以至於當以色列政治領

袖本茲維 （Yitzhak Ben-Zvi）夏天前往提比哩亞（Tiberias）

度假，沒有回到耶路撒冷總統官邸時，義大利大使竟發信給

當時這位總統。美國考量到他們在更大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

中的利益，因此美國允許其駐耶路撒冷領事館可與美國國務

院直接保持聯繫，而不是由美國駐特拉維夫大使做出回應。 



 

因此巴勒斯坦人經常將領事館當作是與美國進行外交溝通

時的管道。但在川普任命前大使佛里曼（David Friedman）時，

就停止這項做法。科威特在得知美國外交官格魯夫（Brandon 

Groove）曾在耶路撒冷領事館服務後，就拒絕同意美國這項

外交任命。提名為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資深主任的利芙（Barbara Leaf）在開始外交生涯時

也曾在耶路撒冷領事館工作過。 

 

在佛里曼卸下大使職務，改由新任拜登政府的提名人出任後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的推特頁面就將原本駐以色列、約旦河

西岸和加薩地區的大使描述，倉促改為只列以色列的名字。

在寫這篇報導時，有幾位消息人士私下透露他們的看法，目

前每個人都屏氣凝神，想要看這位新總統入主白宮後會釋出

什麼樣的政治風向，瞭解其在美國以及世界局勢的新走向。 

 

耶路撒冷政策研究所（Jerusalem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

拉蒙 （Amnon Ramon）博士在耶路撒冷對《耶路撒冷視角》

(In Jerusalem) 週刊表示：「拜登政府必須決定他們要怎麼做。

川普已打破常規，因此現在負責的團隊將不得不更小心行

事。」 

 

拉蒙的意思是，自從美國在 1995 年通過《美國大使館法》

（US Embassy Act，這個大使館法要求白宮將駐以色列使館遷

往耶路撒冷）以來，每位總統都會簽署中止令，授權延後執

行遷館六個月。「因此他們接下來會怎麼做？要繼續蓋大使

館？使館會繼續坐落在目前位置，還是要另覓他地？耶路撒

冷可利用空間不多，而且這個城市寸土寸金。」 



 

拉蒙指出，總督府步道（Armon Hanatziv）指的是英國託管

（British-Mandate）時期的舊時代總督府，這個社區也以此命

名，不過由於約旦和以色列在 1948 年後都沒有實際掌握該

地，因此這個社區本身還是有爭議。 

 

他開玩笑表示：「聯合國決定他們需要這個地方辦公，於是

就進駐該地，雖然沒有人要求他們這樣做！」目前，有許多

外交使館坐落在以色列中部和沿海地區，對於遷往首都有多

積極（如果有的話），仍有待觀察。 

 

我搭乘的計程車駕駛理直氣壯地表達他的想法。 

 

他用帶有法文口音的希伯來文表示：「這完全是胡謅。他們

只不過是立一個牌子，稱這裡是美國大使館，因為已故慈善

家艾德森（Sheldon Adelson）向川普施壓，要他這麼做。誰

在乎大使館落腳何處？任何人需要去大使館就會去，無論大

使館在哪裡，是耶路撒冷或特拉維夫。」 

 

 

 



 

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 

TAU）研究員伊多·

克萊因（Ido Klein）

發的推文，討論這

項規劃如何危害社

區 間 的 往 來 ：

#UrbanDesignFeed

未說出口的悲劇，

亞諾納山坡地與美

國使館大樓在昨天

批准了：這些位在

耶路撒冷東南部的

山坡地是目前規劃

中又一個「快速膨

脹」的社區，已獲

得議會（與委員會）放行。該社區的住宅單位數是雷克斯·拉

文社區（Rekhes Lavan，可容納 1,800 人，是位在瀕臨危機的

白嶺自然保護區內 White Ridge）的三分之一，但目前只有兩

個半出入口可進入該社區。(Twitter) 

 

 

退休外交官也是亞諾納居民的索姆拉特（Miryam Shomrat）

曾在 2000 年到 2003 年間擔任以色列駐芬蘭大使，並在 2005

年到 2008 年間擔任駐挪威大使，她對美國大使館的落腳處

也深表關切。 

 



 

她問道：「為何我們每天早晨都要看到一堵牆？」 

 

在退休前她在外交部服務多年，她認為，與一般情況相比，

美國大使館享有快速取得許可的禮遇，這是程序上出現嚴重

漏洞。她表示，美國領事館計劃當初獲准，因為美國人考慮

到當地居民的權益。 

 

她表示：「在 2018 年快速取得的許可原先只為了有限度的改

建，如今卻擴大範圍，打算興建占地 5 萬平方公尺的大樓，

實在太不可思議。」 

 

她解釋道：「駐在國需要對當地外交人員的安全負起完全責

任，以色列使館或許會要求在歐洲各國首都築起一道牆或安

裝監視器，但通常都會遭到拒絕。」但在以色列就不會。 

 

根據她的說法，美國大使館原先要求建造一道高 19 英尺（5.8

公尺）的圍牆，在向以色列法院提出上訴後，同意將牆高改

為僅 10 英尺（3 公尺）。 

 

她問道：「如果美國大使館不幸遭到飛彈或無人機攻擊，築

牆又有什麼用？這裡又不是喀布爾（Kabul）或巴格達

（Bagdad）。這個國家的安全部隊絕對有能力保護美國大使

館。她爭辯道：「諾貝爾獎得主薩繆爾·約瑟夫·阿格農（Shmuel 

Yosef Agnon）曾住在這裡，並在 1966 年獲獎時談到這裡的

壯麗景觀。我住在四樓，如果美國大使館蓋了五層樓，在我

大樓裡所有家庭看出去的景觀，以及面向使館大樓所有建築

物的景觀都將從視線消失。」 



 

雖然她理解這座城市所受到的壓力，因為川普希望大使館盡

快遷移。但讓她憤怒的是，耶路撒冷官員拒絕和她或使館附

近其他鄰居會面溝通，並提交他們針對目前情況提出的計劃。 

 

索姆拉特聲稱：「我認為這整件事都是為了掩人耳目，企圖

掩蓋市政府打算在此蓋大型辦公空間，改變這個社區屬性。

我不認為美國外交官真的想帶著家人，在像耶路撒冷這樣的

城市，住在蓋有圍牆的安全堡壘。將外交辦公處搬到位在耶

路撒冷城入口，靠近以色列外交部附近已獲准興建的新型摩

天大樓內，才是更明智的抉擇。」 

 

她指出，作為耶路撒冷市民，她需要繳市政稅（Arnona）。

因此，在她看來，她以堅定的口吻解釋，這座城市已違反和

她與其他當地居民之間的社會契約。 

 

她問道：「沒有人可以溝通。耶路撒冷市長摩西‧里昂（Moshe 

Lion） 應該捍衛我們的權益才對。以色列這樣的主權國家是

否應該像中間人促成這樣的交易？只有卑躬屈膝的政府才

會讓這個程序看起來似乎通行無阻？」 

 

「我不認為美國國務院的意思是要讓駐外大使便宜行事，照

著自己的意思走。」   

 

美國華盛頓特區出生的阿尼·德萊曼（Arnie Draiman）在耶路

撒冷生活了 36 年，他對《耶路撒冷視角》(In Jerusalem) 週

刊表示，他認為那道牆實在很漂亮。 

 



 

他說道：「我以為他們會用灰色混凝土築牆，但他們用耶路

撒冷石頭打造這道牆，還打上探照燈。我在美國華盛頓特區

長大，那道牆就是住在首都要付的代價。」 

 

德萊曼在非政府組織工作，他擔心一旦開工後，目前住在外

交官飯店 （Diplomat Hotel，前身是飯店）收容中心裡的年長

移民可能會面臨不確定性。芙蓉副市長表示，在使館計劃獲

得最後批准之前，會為所有人解決居住問題。 

 

出生澳洲的塔尼亞·哈默（Tania Hammer）現在是亞諾納的居

民，她支持美國外交機構的擴建計劃。 

 

她表示：「我們應該要建設耶路撒冷這個城市。」不過，她

認為建築施工需要配合當地居民的需求，例如，在上午 9 點

至下午 5 點之間施工，這樣居民就不會受到電鑽聲音的過度

干擾。 

 

她指出：「但一定要有建設。即使不是美國大使館，也該是

飯店或博物館。」 

 

她補充道：「他們必須照顧自己的工人。」她提到，由於建

築工地沒有為他們提供廁所，幾名建築工人只好敲她家門，

要求借用廁所。她走到工地，把工地主任罵了一頓。 

 

她表示：「這真是可恥，應該要為所有這些工人蓋流動廁所。」

她認為發展是好事，可以為社區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和商機。 

 



 

一位在這座城市住了數十年的朋友指出，多年前的口號是：

「移居耶路撒冷，坐享猶大沙漠地（Judean Desert）景緻」，

但如今美景早就不再。高樓大廈擋住視線，安全圍籬和圍牆

遮住教堂正面，人們走在街上也看不到風景，甚至因為安全

考量，以前用來銜接街道上大型建築之間的通道也大多封閉。 

 

像美國這樣的超級強權，將外交辦公地點移師到世界三大宗

教的聖地城市，這樣的象徵性影響應該表現在其建築風格與

結構設計上。芙蓉副市長表示，新的使館建築將融合美國的

視覺文化與地區設計特色。不過，由於建築師伊格爾·利維

（Yigal Levi）拒絕發表評論，因此《耶路撒冷透視》週刊無法

與該建築師討論當中的設計。 

 

芙蓉副市長表示：「美國人與當地居民打交道時表現非常得

體。他們同意在大屠殺紀念日（Holocaust Memorial Day）期

間不施工，而且不在晚上進行吵雜的工程。」 

 

芙蓉副市長完全投入這個首都願景，希望城市裡有活躍的外

交事務往來與國際級學校。她看著總督府步道的景色，充滿

熱情地表示：「耶路撒冷還有很多土地，土地到處都有。」 

 

去年耶路撒冷祈禱早餐會線上禱告會邀請芙蓉副市長與大

家分享，讓我們一起來觀看精彩的分享影片。 

 

芙蓉副市長參加基督徒禱告會 

精彩影片分享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pxXyhkEmw&list=PLFpM8H4N2pmcmyf3IQDRMtHNezN3GI0_s&index=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gpxXyhkEmw&list=PLFpM8H4N2pmcmyf3IQDRMtHNezN3GI0_s&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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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以賽亞書 62:6-7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

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禱告方向： 

為耶路撒冷建造外交使館區域禱告，神賜福整個城市建造計

畫，在安全與帶來經濟並位為宣教大門敞開禱告。為許多國

家的大使館能夠遷移耶路撒冷禱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不可

分割的首都，為美國新上任的拜登政府安排指派新任美國駐

以色列大使這個職位的人選禱告，願主安排適合的人選，百

節各按各職，神憐憫與賜福以色列和美國並列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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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