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該如何籌組聯合內閣 

避免再次選舉？ 

這裡列出幾種可能性 

 
納坦雅胡、拉皮德 (Lapid)、班內特 (Bennett) 和薩爾 (Gideon Saar)：

誰將成為以色列的下任總理？（照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ELAD 

GUTMAN/HEIDI LEVINE） 

2021.3.30  猶太曆 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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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週二（3/23）以色列大選前，包括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在

內的所有政黨領袖，為了拉抬選情，馬不停蹄地接受記者和

政治分析家的訪問。 

 

但當民調在週二晚上（3/23）封關後，大多數政治人物卻突

然三緘其口，他們沉默不是因為累壞了。 

 

週三（3/24）唯一接受媒體採訪的政黨領袖，顯然是這次選

舉的贏家，例如由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分裂出來的拉姆黨黨

魁阿巴斯  (Mansour Abbas) 和工黨領袖梅拉夫‧米凱利 

(Merav Michaeli)。 

 

其他人改採策略性決定，至少等到大選結果完全底定後，再

發表談話。 

 

 

 

隨著一般選票開出 97%後，納坦雅胡的利庫德黨 (Likud) 贏

得 30席，未來黨 (Yesh Atid) 17席，沙斯黨 (Shas) 9 席、藍

白聯盟 (Blue and White) 8 席，聯合妥拉猶太教黨 (United 



 

Torah Judaism)、聯合右翼黨 (Yamina)、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

黨 (Yisrael Beytenu) 和工黨 (Labor) 7 席，新希望黨 (New 

Hope)、由四個阿拉伯政黨組成的阿拉伯共同名單聯盟 (Joint 

List) 和猶太復國主義黨 (Religious Zionist Party) 6席，以及梅

雷茲黨 (Meretz) 和已由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分裂出來的拉

姆黨(Ra'am) 的 5席。還有約 43萬張來自醫院、護理之家、

特使、士兵、囚犯的雙層信封郵寄選票，以及為需進行隔離

的本古里安國際機場歸國人士和新冠病毒病患特別設置的

投票所。 

 

這些雙層信封郵寄選票相當於約 11 席，在各方實力如此接

近的選戰中，足以大幅左右選舉結果。 

 

不過，從去年 12月選舉一開始，關注大選的以色列新聞界和

社會大眾已經開始在猜測，根據初步選舉結果，究竟會產生

怎麼樣的政府。底下是幾種可能：  

 

納坦雅胡/右派/阿巴斯= 64：這當中包括利庫德黨、沙斯黨、

聯合妥拉猶太教黨 (UTJ)、猶太復國主義黨的 52席，再加上

聯合右翼黨的 7 席，以及阿拉伯聯合黨（又稱拉姆黨）的 5

席從外部加入聯合內閣。可能性：儘管猶太復國主義黨黨魁

斯穆特里奇 (Bezalel Smotrich) 承諾不依靠拉姆黨阿巴斯的

支持，但機會還是相對高。即使以色列極右翼政黨 (Otzma 

Yehudit) 黨魁班吉維爾 (Itamar Ben-Gvir) 不會加入這個聯合

內閣，但斯穆特里奇應該會加入。 

 



 

反納坦雅胡陣營加上阿拉伯聯合黨（拉姆黨）= 61：未來黨、

藍白聯盟、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工黨、阿拉伯共同名單

聯盟、新希望黨和梅雷茲黨的 56席，如果再加上阿拉伯聯合

黨的 5 席。可能性：如果阿巴斯決定跟其他政黨聯合起來，

終結納坦雅胡的政治生涯，來換取成為阿拉伯政黨首位任命

的阿拉伯部長，可能性就相對高。 

 

聯合右翼黨將納坦雅胡趕下台= 62：這套劇本與反納坦雅胡

陣營的情況雷同，除了聯合右翼黨取代阿拉伯政黨聯盟，其

中包含未來黨、藍白聯盟、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工黨、

新希望黨和梅雷茲黨的 50 席，再加上聯合右翼黨的 7 席和

阿拉伯共同名單聯盟的 5席。可能性：非常低。 

 

從新希望黨出走到利庫德黨：新希望黨的黨魁薩爾 (Gideon 

Sa’ar) 以及前部長埃爾金 (Ze'ev Elkin) 已完全切斷重回利庫

德黨的可能，但前國會議員哈斯卡 (Sharren Haskel) 還有可

能回去。儘管前國會議員漢德爾 (Yoaz Hendel) 曾嚴詞批評

納坦雅胡，但還是可能追隨哈斯卡的腳步，加入利庫德黨。

假設新希望黨名單中排名第六的本尼·貝金 (Bennie Begin) 

又再次退休，第七順位候選人以拉他 (Eilat) 市長可能會為了

擔任內閣職務，重返利庫德黨。可能性：低。 

 

從利庫德黨出走到新希望黨：沒有人會想要加入一艘沉船，

但仍然有不少聯合黨國會議員私下對納坦雅胡表示不滿。漢

德爾表示，過去他曾想要讓利庫德黨國會議員出走到新希望

黨，當時有幾個人準備過來，但現在仍留在利庫德黨內。可

能性：低。 



 

第五次大選：以色列總統魯文．里夫林 (Reuven Rivlin) 可能

會給兩位總理候選人組閣機會。如果他們兩人都組閣失敗，

之後又沒有人獲得以色列國會多數議員的支持，就會在今年

十月再次舉行大選。 

 

如果在大選後仍未能立即籌組政府，根據即將卸任的政府在

籌組內閣時通過的法律，藍白聯盟領袖 (Benny Gantz) 將在

11月 17日自動成為以色列總理。可能性：低。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3/25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路加福音 5:37-38 

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裏；若是這樣，新酒必將皮袋裂

開，酒便漏出來，皮袋也就壞了。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裏。

沒有人喝了陳酒又想喝新的；他總說陳的好。 

 

禱告方向： 

為以色列第四次國會大選結果禱告祝福，神的心意成全在以

色列政局中，幫助以色列百姓與政府彼此之間都是新酒與新

皮袋彼此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哪一位領袖來帶領以色列繼續

邁進，我們禱告神親自帶領並保守其領導人是位尊主為大的

領袖。為以色列將來的內閣政府禱告，是對福音敞開的政府，

神能將不可能的事轉變為可能，我們繼續為猶太人的救恩禱

告；為其政府與基督徒之間的友好關係守望。 



 

困境中愈發看見基督徒的愛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基督徒為以色列逾

越節奉獻 620萬美元 

 

她表示：「在創世記中就存在基督徒對以色列支持的根據」。

她引用聖經創世記第 12章第 3節的解釋：「為你祝福的，上

帝必賜福與他」。 

 

雅依兒·艾克斯坦 (Yael Eckstein) 遞送救援包裹。（照片來源：AVISHAG 

SHAAR YESHUV） 

 

 



 

在瑪雅·辛斯坦 (Maya Zinshtein) 2020年推出的紀錄片《直到

上帝的國降臨》(Til Kingdom Come) 中，將美國福音派人士與

以色列猶太人之間的關係描繪成政治與信仰的複雜糾葛。 

 

但「國際基督徒和猶太人團契」（The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簡稱 IFCJ）主席兼執行長雅依兒·艾克

斯坦表示，這種關係其實非常簡單。 

 

她對《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 表示：「在創世

記中就存在基督徒對以色列支持的根據」。她引用聖經創世

記第 12章第 3節的解釋：「為你祝福的，上帝必賜福與他」。 

 

艾克斯坦引述的根據在過去一年受到考驗，因為自 1948 年

以來，這是首次海外基督徒團契捐助人與聖地猶太人面臨相

同的危機。 

 

該機構創辦人耶吉爾·艾克斯坦拉比 (Rabbi Yechiel Eckstein) 

突然在 2019年去世，她表示：「這是我第一次一整年沒有父

親陪伴在身邊。而且有許多不確定性，愈來愈多人打電話向

機構求助。」 

 

 



 

 
雅依兒·艾克斯坦和她父親耶吉爾·艾克斯坦拉比（照片來源：Oliver 

Fitoussi） 

 

艾克斯坦表示，在新冠病毒危機爆發後，請求援助的人數都

在激增，包括過去從未尋求協助的人，甚至未曾登記社會服

務的人都來尋求幫助。 

 

她回憶道：「我當時所處的情況，就只能靠著信仰堅持下去。

我的心轉向上帝，因著對上帝的信心與真實的盼望，我深信

這些捐助人會再次安然渡過危機。我立刻在經常性預算之外 

，又為了六個月的新冠病毒緊急援助，另外批准 2,000 萬美

元的援助。」 

 

她表示：「團契的捐助人願意挺身而出。他們的奉獻不只沒

有減少，事實上為了履行緊急援助承諾，他們的奉獻還增加

一倍。」 



 

團契將在今年逾越節為以色列提供 620萬美元的援助，其中

包括為 23萬人提供食物援助、衣物和無酵餅 (Matza)，對象

包括年長者、有需要的家庭和孩童，以及士兵。 

 

 
雅依兒·艾克斯坦探訪服務對象。（照片來源：Avishag Shaar Yashuv） 

 

 

她表示，團契基督徒捐助人的慷慨奉獻，證明她已知的事實，

辛斯坦和她的製作團隊「拍攝這支政治影片，是要試圖醜化

或污名化福音派人士對以色列的支持，但事實上，這些福音

派基督徒卻是以色列的最佳良友。」 

 

她開玩笑地表示，「她在這 70 分鐘聽到的末世啟示和大災

難，比這些年來與福音派人士共事時聽到的還多。」 

 



 

她對《耶路撒冷郵報》表示，在反猶太主義日益猖獗的年代，

有這麼多人「只因為他們的猶太身分而痛恨猶太人…我們應

該將重點擺在加深人們對猶太人的關愛之情，而不是將他們

推開。」 

 

辛斯坦說道，她不認為這支影片帶有政治立場，而是希望讓

人更深入瞭解福音派基督徒的世界，以及這些基督徒與猶太

人之間的關係，並形成自己對這種關係的看法。 

 

在訪談中，艾克斯坦講述關於團契支持者的幾個故事，以及

他們為何要為以色列奉獻。當中有許多人是因為自己有猶太

大屠殺的家族史，因此希望確保類似悲劇不再發生。 

 

這位國際基督徒和猶太人團契 (IFCJ) 負責人表示：「一般人

很容易對基督徒形成刻板印象。如果你反對基督徒對以色列

的支持，你會認為他們愚昧無知、沒受過教育，並認為他們

的信仰毫無道理。」 但她表示，每位捐助人以及每間教會的

許多捐助者，每個人給予奉獻的理由都不盡相同，但唯一的

共通點是他們對以色列的愛和支持。 

 



 

 
國際基督徒和猶太人團契將在今年逾越節為以色列人提供 620 萬美

元的援助。（照片來源：Yossi Zeliger） 

 

 

艾克斯坦表示，當她父親在 1983年創立這個團契時，有許多

人認為基督教錫安主義 (Christian Zionism) 是危險的，在意

識形態上是有缺陷的，甚至帶有反猶太主義。然而，如今她

表示，基督教錫安主義已蔚為主流，許多像她這樣的機構正

努力接觸福音派人士，希望他們能夠發揮愛心與慷慨奉獻來

協助以色列。 

 

她補充道，雖然在美國前總統川普的主政下，這些基督徒有

更多機會改變政治局勢，這樣的變化在美國決定將大使館遷

至耶路撒冷，與承認戈蘭高地的事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她不認為在拜登總統的領導下，基督徒對以色列的支持會有

所改變。 



 

艾克斯坦表示：「基督徒永遠都會支持以色列，這是來自基

層的草根運動，而不是帶有政治訴求的運動。她表示，因此

這跟誰是美國總統或誰是以色列總理都沒有關係。」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3/24 

翻譯｜編審｜校稿｜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羅馬書 1:16-17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

先是猶太人，後是希利尼人。因為神的義正在這福音上顯明

出來；這義是本於信，以致於信。如經上所記：「義人必因

信得生。」 

 

禱告方向： 

華人教會為主的福音興起，如保羅在羅馬書上的教導，神藉

由聖經告訴我們，先是猶太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

相信的；為得著幫助的猶太人看見基督徒熱心慷慨的奉獻是

因著耶穌基督的愛來回應與安慰，為猶太人的救恩禱告。禱

告祝福華人教會成為祝福猶太人並領受施比受更為有福的

恩典，為 IFCJ國際基督徒和猶太人團契向主獻上感謝，美國

與其他國家熱烈的參與奉獻支持猶太人，願主記念賜福；求

主幫助我們華人與此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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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