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納坦雅胡未能順利組閣 

由未來黨拉皮德組閣 

 

以色列政局存在不確定性：納坦雅胡未能順利組閣 

從 2009年以來，這是納坦雅胡最接近失掉政權的一次。 

 

 
圖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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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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今早一覺醒來，又經歷一場政治鬧劇，讓一些人陷

入絕望，又讓另一批人歡欣鼓舞。 

 

在短短兩年內，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 

第三度未能組成聯合政府。Bibi 只在 2020 年 3 月大選後，才

順利籌組內閣，當然，在這之後又解散。昨晚午夜(5 月 4 日)

是納坦雅胡組成新政府的最後期限，在時鐘敲響 12 點的前

三分鐘，這位政壇老將心有不甘地打電話給以色列總統李佛

林 (Reuven Rivlin)，宣布交還組閣權。 

 

即使在他動員所有政治資源，使盡渾身解數，想要在以色列

籌組可運作的政府，如今證實，這幾乎是不可能。到底還有

什麼事他沒做？ 

 

他向聯合右翼黨 (Yamina) 的班奈特 (Naftali Bennett) 提出

輪流擔任總理，由班奈特先出任總理，兩年後，再由納坦雅

胡接任。 

 

在競選期間，他嘲笑新希望黨 (New Hope) 的薩爾 (Gideon 

Sa’ar)，並將這位聯合黨 (Likud) 前資深國會議員形容為「左

派份子」。為了確保右派能夠獲得多數，又想要爭取他回到

原來的聯合黨。 

 

就在納坦雅胡最後期限屆滿的幾小時前，利庫德黨國會議員

米基·佐哈爾 (Mik Zohar) 在以色列國會展開奇襲，提出以色

列右派陣營相當在意的幾項法案，試圖讓不願支持納坦雅胡

的右翼政黨難堪。 



 

其中包括讓屯墾區據點合法化、允許以色列國會推翻最高法

院裁決的優先條款等。 

 

不幸的是，這一切努力最後都付之東流，無濟於事。 

 

 

 
利庫德黨國會議員米基．佐哈爾不擇手段，選擇戰到最後一刻。 

 

 

午夜期限過後，黨內人士就開始交相指責，將矛頭指向別人。

他們在官方推特帳號上發表聲明，譴責班奈特，表明是因為

他拒絕加入右翼政府，其他國會議員也不願跟進，才讓納坦

雅胡無法組閣。 

 

無論納坦雅胡是責怪自己、班奈特、薩爾，甚至是猶太復國

主義黨  (Religious Zionist Party) 的史莫特里奇  (Betzalel 

Smotrich)，因為他拒絕接受還需要依賴阿拉伯聯合黨 (Ra'am) 

伊斯蘭教徒的內閣。 



 

因此這項組閣權已交還以色列總統李佛林，而 Bibi 在貝爾福 

(Balfour) 總理官邸的生涯也即將告終。現在利庫德黨要盡最

大努力，要求李佛林將組閣權交還以色列國會。 

 

 
拉皮德在週三早上迅速來到總統李佛林的官邸，感覺自己有朝一日成

為以色列總理的夢想，比以往時候都來得更近了。 

 

 

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在組閣權交還以色列國會之前，現在以色列總統李佛林準備

將這項任務交給第二順位人選，也是最後一位人選。班奈特

和未來黨 (Yesh Atid) 的拉皮德 (Yair Lapid) 從昨晚就與李佛

林會面，希望說服他，他們有能力讓以色列擺脫政治紛擾，

以及令人不安的不穩定政局。李佛林有三天時間做出這項困

難的決定，這些候選人只能焦急地按兵不動，只等到最後一

刻達成協議，才可開始動作。 

 



 

班奈特承諾，在尋求組成民族團結政府之前，會先籌組不是

由納坦雅胡主導的右翼替代聯合內閣。這是班奈特自大選以

來採取的策略，盡可能兼顧雙方陣營，保持微妙平衡。既能

夠迎合右翼意識形態的選民，又能向中間偏左的選民證明，

他有充分靈活度能夠領導團結的政府，代表不同的政治主張。 

 

不過，班奈特在自己黨內也出現緊張。聯合右翼黨國會議員

奇克利 (Amichai Chikli) 今天寫信給班奈特，表達堅決反對由

拉皮德領導的政府。儘管如此，他沒有明確表明，如果班奈

特打算走上這條路，他是否也會反對。 

 

 
班奈特仍舊是關鍵人物，不過他領導新政府的機會卻越來越渺茫。 

 

就目前看來，拉皮德更有機會獲得組閣權，籌組新政府。梅

雷茲黨 (Meretz)、工黨 (Labor) 和藍白聯盟 (Blue and White) 

等中間偏左的政黨，再加上世俗化右翼政黨以色列是我們的

家園黨 (Yisrael Beitenu)，在這段時間都給予拉皮德堅定的支

持。 



 

更令人訝異的是，今天薩爾的極右派意識形態政黨新希望告

訴以色列總統，他們願意支持拉皮德，而不是班奈特出任總

理。這讓拉皮德在爭取組閣的事上居於有利的地位。 

 

阿拉伯聯盟政黨 (Joint Arab List) 和阿拉伯聯合黨 (Ra'am) 

對於要支持哪位總理候選人，以及是否要支持任何一位候選

人，都出現意見分歧。這對阿拉伯聯盟政黨來說，尤其有切

身之痛，因為之前他們支持藍白聯盟的甘茨 (Benny Gantz)，

有過不好的經驗。這項決定也與他們一向的主張不同，過去

他們主張不推薦任何一位猶太復國主義 (Zionist) 候選人，不

論這人是左派或是右派。 

 

接下來的 72 小時非常關鍵。儘管以色列政局還有漫長而艱

辛的日子要過，但自 2009 年納坦雅胡當選以色列總理以來，

這是他最接近失掉政權的一次。 

 

 

後記： 

在 5/11 我們截稿前，以國總統李佛林已於 5 月 5 日當天宣

布，正式授權國會第二大黨「未來黨」黨魁拉皮德組閣。若

拉皮德無法在 28 天的期限內完成新政府的組建，以色列可

能要再次舉行大選，那將會是以國 2年內舉辦的第 5次大選。 

 

李佛林總統表示，諮詢國會各黨意見後，決定授權 57 歲的拉

皮德籌組新政府，相信對方是最有機會成功。中間派的未來

黨占國會 120 席的 56 席，僅次於執政的「聯合黨」（利庫德

政團）。 



 

拉皮德隨後表示，他將盡快組建一個團結政府，以使「左派

和右派共同應對經濟和安全挑戰」。拉皮德若能成功組成新

政府，將結束納坦雅胡 12 年的總理生涯。 

 

以色列法律規定，拉皮德擁有 28 天組閣期限，若屆時不能完

成組閣，可以向總統申請延長 14 天。要是拉皮德還是無法如

期組建政府，李佛林總統將直接把組閣權交給國會，任何一

位國會議員只要能在 21 天內獲得至少 61 名議員的推薦，即

可獲得組閣權，否則國會將自動解散，並再次舉行選舉。 

 

以色列國會實行一院制，法律規定，獲得議會半數以上席位

的政黨可單獨組閣。由於中、小黨派林立，以色列近代史上

從未出現單一政黨組閣的情況。成立於 1973 年，自 1977 年

至今一直是以色列國會第一大黨的聯合黨，是執政時間最長

的政黨（僅在 1992 年至 1996 年、1999 年至 2001 年、2006

年至 2009 年短暫失去政權，成為在野黨）。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5/05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14:34 

公義使邦國高舉；罪惡是人民的羞辱。 

 

但以理書 2:21 

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

識賜與聰明人。 

 

禱告方向： 

求主憐憫以色列，選出ㄧ位合神心意的總理，使以色列的內

政、外交、經濟及疫情都能順利進行治理！ 

 

  



 

以色列的忠心德魯茲戰士 

 

以色列政府前部長向《以色列今日報》解釋， 

為何德魯茲人是猶太國堅定的支持者和忠誠公民。 

 

 

 

阿約布·卡拉 (Ayoob Kara) 曾經擔任以色列通信、網路和衛

星部長，以宣誓效忠以色列國而聞名。這是因為德魯茲人非

常重視忠於自己的國家，而卡拉家族居住在聖地有幾百年歷

史：「幾百年前，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時期，我的家族就從

敘利亞的庫德斯坦 (Kurdistan) 來到這裡。當時的德魯茲人

擁有從黎巴嫩到加薩的自治權。在鄂圖曼土耳其人的統治下 

，是我的祖先法赫爾·阿爾丁·曼尼·埃薩內 (Fachr Al Din El 

Mane Elthane) 維持德魯茲人的自治權。」 

 

他補充道：「幾百年前，我的第一位祖先來到這裡建立屯墾

區。他們稱這個村莊為希爾巴特·道貝爾 (Khirbat Doubel)，

意思是又舊又破的房子。 



 

這個村莊之前稱作希爾巴特·道貝爾，之後才改名為達利雅

特·迦密 (Daliyat Al Carmel)。在這位祖先過世後幾百年，現在

這個名為達利雅特·迦密的村子裡有將近 2 萬名德魯茲人。」 

 

根據卡拉的說法，他的阿拉伯姓氏通常是給懂讀寫的讀書人 

，卡拉 (Kara) 在希伯來文和阿拉伯文的意思都是指「閱讀」。

因此，阿約布·卡拉的祖先不只是領袖，更是文士，他們為社

區中大多數的文盲寫信和讀信。他的祖先識字且受過教育，

因此他們理解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Zionist Movement) 為德

魯茲社區帶來的好處。傳統上大家都稱德魯茲人為忠心耿耿 

、誓死效忠的戰士，而他的祖先也都衝鋒陷陣為以色列國打

仗。 

 

德魯茲人視自己為猶太國重建後不可或缺的成員。 

 

 
圖片來源：Courtesy IDF/Flickr 

 



 

 

卡拉表示，他的家族支持早期的猶太復國主義者。由於德魯

茲人與猶太人民長久以來關係良好，因此在當時德魯茲人的

自治區內，他們讓猶太人出任經濟部長和內政安全部長等重

要職位。大約在一百年前，我的祖先不只為猶太人做出許多

貢獻，還幫助聖地的基督徒。」 

 

卡拉的祖父在以色列建國之前是猶太國家基金會（Jewish 

National Fund，JNF）的成員，之後他也加入以色列的獨立戰

爭。由於他對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支持，他的其中一名兄

弟遭到殺害，另一名兄弟則失踪。在第一次黎巴嫩戰爭 (First 

Lebanon War) 中，卡拉失去一名兄弟，還有一位也在戰爭中

身負重傷，最後傷重不治，卡拉本人也在戰爭中受了重傷。

他的家族為以色列國做出很大的犧牲，讓卡拉非常引以為傲。 

 

如同卡拉所言：「我比許多猶太人更像猶太人。」在英國託

管時期 (British Mandate)，他的祖先將土地交給英國人勞倫

斯·奧利凡特 (Laurance Oliphant) 爵士的秘書，這人正是加里

西亞 (Galician) 詩人拿弗他利·赫茲·伊伯 (Naftali Herz Imber) 

。他住在卡拉家族土地上的奧利凡特宅邸時，曾寫過一本詩

集。據卡拉表示：「伊伯就是在那裡寫下以色列國歌《希望》

(Ha-Tikva)。他在我居住的城市，在緊鄰我祖父家土地的這棟

房子創作這首歌曲。該建築目前是作為陣亡士兵紀念博物館 

(Beit Yad La-Banim Museum)，紀念陣亡的以色列國防軍 (IDF) 

士兵和恐怖事件中遇害的德魯茲人。」 

 



 

以色列總統李佛林 (Reuven Rivlin) 在紀念儀式上，表彰為捍

衛以色列而倒下的德魯茲士兵。 

 

令卡拉自豪的家族傳統，促使他為以色列國所有遇害的德魯

茲士兵和其家人發聲。正如他在最近一次訪談中提到：「56

年前，摩薩德間諜也是以色列最偉大的英雄之一伊萊·科恩 

(Eli Cohen) 被處決，他運用獨特智慧成功滲透敘利亞政府。

我從小就很喜歡他摯愛的妻子娜迪亞 (Nadia)，隨著時間過

去，對我來說，她就像家人一樣。我兩年前才得知，有兩位

德魯茲英雄和科恩一同遭到處決。關於這起事件還有許多值

得述說的故事，但我們只能祈禱，他們的血沒有因此白流。

我要向科恩和協助他的兩名德魯茲人致敬。」 

 

 
圖片來源：IDF 

 



 

卡拉解釋道：「有 434 名德魯茲人在參與以色列多場戰役和

捍衛以色列的行動中不幸喪命，當中有些人還是將領。在上

一次加薩大行動中，有一支說阿拉伯語的團隊進入哈馬斯 

(Hamas) 地區。他們的將領就是德魯茲人，他的名字是最高

機密，人稱他是 M.M.。他們在加薩展開對哈馬斯的大規模行

動，在對峙中，這名德魯茲領袖因此倒下。但他的行動拯救

團隊中的其他人，他成了英雄，因為他的死挽救許多人的性

命。同樣在耶路撒冷的哈爾諾夫猶太會堂  (Har Nof 

Synagogue)，恐怖分子成功闖入會堂禱告活動，並開始朝猶

太信徒開槍。一名德魯茲警察齊丹·賽義夫 (Zidan Saif) 趕過

來，與恐怖分子展開搏鬥。他除掉恐怖分子，自己卻因此遇

害，但他拯救許多在會堂祈禱的猶太人。」 

 

卡拉回憶道：「此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 (First Intifada) 

期間，一名德魯茲軍官納維·馬里 (Navi Mari) 遭到槍殺。他

試圖拯救平民，恐怖分子開槍將他殺害。許多德魯茲人對以

色列貢獻良多，其中包括一些納坦雅胡團隊的成員。他們經

常會提到隸屬以色列國防軍  504 情報單位的薩林·舒非 

(Salim Shufi)。他在敘利亞給予以色列很大的幫助，然後成為

戈蘭高地最大德魯茲村莊馬賈岱夏姆斯 (Majdal Shams) 的

市長，直到幾年前才去世。」為德魯茲學生設立的獎學金就

是為了紀念舒非 (Shufi)。 

 

以色列前國防部長摩西·阿倫斯 (Moshe Arens) 曾寫道：「我

一向對以色列德魯茲社區對以色列國的忠誠表現，以及他們

的子弟在以色列國防軍中服役，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以色列的少數民族中，只有德魯茲人和切爾克斯人 

(Circassian) 受徵召服義務役。我特別指示，讓德魯茲士兵能

夠選擇在以色列國防軍中的各單位服役，而不是強迫他們留

在少數民族營。在那之後，這就一直是以色列國防軍的政策。

德魯茲人偏好到其他營服役的人數也在逐漸增加；因此，德

魯茲營在 2015 年解散。今天，德魯茲士兵可以在以色列國防

軍的所有單位服役，而德魯茲軍官也已晉升最高軍階。」 

 

時任上校的吉桑·阿里安 (Ghassan Alian) 在 2013 年被任命為

以色列國防軍菁英部隊戈利亞尼 (Goliani) 步兵旅的首任德

魯茲指揮官。今天，他是以色列國防軍中央司令部的准將。 

 

 

 

德魯茲與猶太人結盟歷史可以追溯到葉忒羅時代。當摩西逃

離奴役猶太人的埃及法老，是葉忒羅將摩西接到自己家中。

「因為有兩人舉報摩西殺害埃及監工，因此沒有人願意接待

摩西，摩西是獨自一人。只有在米甸人葉忒羅的家中，摩西

才能找到棲身之所。」 



 

 

卡拉回憶道，葉忒羅的女兒西坡拉成了摩西的妻子：「摩西

在西坡拉照管家中牲口時，幫她汲水給這些動物喝。 

甚至當牧羊人不同意讓他們打水時，他就起來反抗牧羊人。

在西坡拉牽著這些牲口回家後，她告訴父親事情的經過，葉

忒羅要西坡拉將摩西帶到自己家中。接著，在葉忒羅成為摩

西的岳父之後，聖經提到葉忒羅如何建議摩西，協助他制定

更有效的做法來施行猶太律法。」 

 

但是，德魯茲人認為葉忒羅的影響力不僅止於此。正如卡拉

指出：「他說服摩西，將猶太人從埃及地帶到聖地的最佳方

式。葉忒羅給摩西一根手杖。這根杖很蒙受祝福，用杖擊打

海面，水就分開。之後，當埃及人試著追趕猶太人，海水就

回流，這些埃及人遭淹沒而死。當這根杖擊打磐石，磐石就

出水。當摩西舉起杖，這杖就變為蛇。摩西在西奈山領受律

法書 (Torah)，他對葉忒羅的信任更甚於其他人，甚至包括自

己的兄弟亞倫。」 

 

納坦雅胡在 2018 年與包括卡拉在內的德魯茲最高領袖舉行

會議。德魯茲人在以色列猶太人中經常被稱為「血盟兄弟」，

這種結盟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 

 

卡拉表示，從葉忒羅到第二聖殿時期，德魯茲民族一直是猶

太人的一份子：「他們駐守在聖殿山周圍，在聖殿中擔任祭

司 (Cohanim)。但在第二聖殿被毀後，德魯茲民族成為中東

國家的一部分，適應該地區的發展。但他們從未忘記猶太人

民，也從未忘記摩西是他們的先知。 



 

他們沒有忘記葉忒羅是最受人愛戴的先知，也未忘記猶大 

(Yehuda)不只是領袖，更是他們的先知。他們沒有忘記西布倫、

以利亞 (Eliyahu Ha-Navi) 等先知。」 

 

 

 

雖然德魯茲宗教是在 11 世紀正式在埃及創立，但薩勒曼·法

拉赫 (Salman Falah) 博士在他的重要著作《中東的德魯茲宗

教》(The Druze in the Middle East) 中寫道：「德魯茲宗教不

是新興宗教，而是古老一神信仰的再現，其信徒住在百姓中

間，卻不透露自己的身份。在哈基姆（Al Hakim，德魯茲宗教

的創始人）時代，這種信仰的出現，最終給人機會加入這種

一神論的統一信仰，並遵守所有與該信仰相關的義務和誡

命。」 

 

因此，今天在猶太民族與德魯茲民族中仍存在特殊結盟關係 

，這讓卡拉和其他許多德魯茲人都以報效以色列國為榮。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5/05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出埃及記 18:9-12 

葉忒羅因耶和華待以色列的一切好處，就是拯救他們脫離埃

及人的手，便甚歡喜。葉忒羅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他救了你們脫離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將這百姓從埃及人的手

下救出來。我現今在埃及人向這百姓發狂傲的事上得知，耶

和華比萬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葉忒羅把燔祭和平安祭獻給

神。亞倫和以色列的眾長老都來了，與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

吃飯。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禱告方向： 

為以色列有如此的血盟兄弟而感謝主，求主大大賜福祝福以

色列的德魯茲民族，求主也繼續在海灣阿拉伯國家中加添喜

愛以色列的兄弟情誼，使弟兄和睦同居滿足天父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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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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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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