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民兵操控無人機進入以色列領土？ 

 

分析報導：伊朗民兵是否操控無人機進入以色列領土？ 

 

納坦雅胡舉無人機為例，說明伊朗為這些恐怖組織提供基礎

設施。有關無人機遭擊落的細節，目前所知仍相當有限。 

 

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指控伊朗，在加薩戰爭期間發射一架武

裝無人機，飛入以色列領空。納坦雅胡在與德國外交部長馬

斯 (Heiko Maas) 會面時，拿出一塊無人機殘骸並表示：「伊

朗曾派出一架無人戰鬥飛行載具 (UCAV; Unmanned Combat 

Aerial Vehicle)，從伊拉克或敘利亞飛往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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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6 日，位於伊朗塞姆南市 (Semnan)，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軍隊在一場大規模的無人機戰鬥演習中發射

無人機。（照片來源：伊朗軍隊/WANA (西亞新聞社) /路透社） 

 

這架無人機在飛到以色列與約旦接壤的邊境附近遭到攔截，

附近也曾有一架從敘利亞飛來的武裝無人機在 2018 年 2 月

遭擊落。這架無人機被認為可能來自伊拉克，事實說明，伊

朗更大的無人機威脅，都和伊拉克和敘利亞脫不了關係。雖

然這項威脅已存在多年，但其威脅性卻是與日俱增。 

 

納坦雅胡以無人機當作例子，說明伊朗對恐怖組織提供基礎

設施。有關無人機遭到擊落的細節，目前所知仍相當有限。

這架無人機是在 5 月 18 日遭到擊落，碎片掉落在貝特謝安 

(Beit Shean) 的附近地區。伊朗媒體並未關注這項無人機報導。 



 

只有《俄羅斯衛星通訊社》(Sputnik News) 的阿拉伯文新聞曾

小篇幅報導該事件。向來支持伊朗和真主黨的黎巴嫩馬雅丁

新聞網 (Al-Mayadeen) 也曾簡短提到這次的無人機事件。 

 

無人機事件只是其中更大問題的一環。哈瑪斯發布的照片聲

稱，這些是從他們在以色列上空的其中一架偵查無人機上拍

攝的照片，而哈瑪斯使用的新款無人機是改造自伊朗的「阿

巴比」(Ababil) 無人機。 

 

現在來看看伊拉克扮演的角色。路透社在 2018 年 8 月透露，

伊朗已將彈道飛彈移到伊拉克。他們表示，是從西方情報來

源得知這項消息。美國表示，伊朗在 2019 年 12 月，又再次

將彈道飛彈遷至伊拉克。顯然，伊朗在伊拉克有隸屬親伊朗

民兵組織「人民動員軍」(Hashd al-Shaabi)的「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他們在 2019 年 5 月曾操作無人機攻擊沙烏地阿

拉伯的油管。 

 

陸續又傳出更多從伊拉克攻擊沙烏地阿拉伯的威脅。在 2021

年 2 月，一架無人機從伊拉克起飛，攻擊沙烏地阿拉伯的皇

宮。穆罕迪斯 (Abu Mahdi al-Muhandis) 先前曾領導真主黨旅 

，直到 2020 年 1 月他跟著蘇雷曼尼 (Qasem Soleimani) 一起

遭到美國暗殺。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表示，這個「真主黨旅」組織率

先在伊拉克使用先進的無人機。 

 

  



 

奈茲 (Michael Knights) 和史密斯 (Crispin smith) 在 5 月 14

日寫道：「伊拉克民兵目前正部署一款翼展 12 英尺（約 3.6

公尺）的無人機。這架無人機類似於伊朗設計的 Sammad-1

型無人機，航程可達 500 公里。目前葉門「青年運動」(Houthis) 

和黎巴嫩真主黨皆使用這款無人機。 

 

這些無人機曾在 2021 年 4 月中旬，攻擊在伊拉克庫德族地

區阿比爾 (Erbil) 駐紮的美軍，並在 5 月 8 日攻擊在巴格達

西部的阿薩德 (Al-Asad) 美軍基地。從阿比爾拍到的無人機

殘骸照片，看起來和在以色列東北部擊落的無人機一樣，都

是灰色機身。這指向無人機來源是伊朗。不過，這些無人機

起飛或可能出自的地點都是伊拉克，也暗示伊拉克民兵可能

參與在這些攻擊事件。 

 

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稱為「人民動員軍」（Hashd al-Shaabi 或

PMU，Popular Mobilization Unit 的縮寫），其中包括卡查利 

(Qais Khazali) 領導的「正直聯盟」(Asaib Ahl al Haq)。卡查利

在 2017 年來到黎巴嫩，威脅以色列表示，他會和真主黨並肩

作戰。穆罕迪斯和其領導的真主黨旅都是隸屬於伊斯蘭革命

衛隊聖城部隊 (IRGC Quds Force) 網絡，這個網絡遍及整個中

東地區，為的是協助伊朗和真主黨打仗。其他的伊拉克民兵

也都與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 以及伊朗關係密切。 

 

在 5 月 10 日以色列和哈瑪斯的戰爭爆發後，在伊拉克的親

伊朗組織曾試著組織戰鬥人員起來和以色列作戰。在 5 月 16

日有報導指出，真主黨旅也曾組織某些志願軍。 



 

據說，「真主黨高貴者運動」(Harakat Hezbollah al-Nujaba) 和

「塞義德烈士旅」(Kata'ib Sayyid al-Shuhada) 也打算從伊拉克

加入對抗以色列的行列。高貴者運動代表曾於 5 月 17 日表

示，這個組織已準備就緒，在伊拉克發起示威抗議，譴責以

色列和美國。也有報導指出，真主黨旅曾與巴勒斯坦伊斯蘭

聖戰組織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接觸。同時，聖城部隊 

(Quds Force) 的指揮官賈尼 (Esmail Ghaani) 曾寫信給在加薩

的哈馬斯指揮官戴夫 (Mohammed Deif)，並在 5 月 15 日曾

與哈尼耶 (Ismail Haniyeh) 交談。 

 

問題在於，5 月 18 日進入以色列領空的無人機，究竟是從敘

利亞還是從伊拉克起飛，以及伊拉克和這起事件究竟有何關

聯。伊朗曾經在 2018 年 2 月從敘利亞的 T-4 基地起飛一架無

人機。另外，由幾名真主黨情報人員組成的無人機團隊，原

先打算在 2018 年 8 月對以色列發射無人機，但由於以色列

對他們展開空襲，故任務失敗。在過去一年內，以色列曾擊

落多架來自黎巴嫩的無人機，分別是在今年一月和四月。以

色列國防軍表示，四月的無人機攻擊是來自黎巴嫩真主黨。 

 

如果伊拉克民兵準備與以色列作戰，並且發射伊朗彈道飛彈 

，甚至可能利用無人機與以色列展開對抗，就表示事態嚴重

擴大。以色列已採取行動，阻止伊朗在敘利亞建立防禦工事。

2019 年 7 月和 8 月，伊拉克的親伊朗組織指控以色列，曾對

伊拉克發動多次空襲。美國之音 (VOA) 刊出的新聞，曾引述

美國官員在 2019 年 8 月的說法，似乎證實以色列對伊拉克

的空襲行動。 

 



 

眾所皆知，真主黨旅原本在敘利亞的艾布卡邁爾 (Albukamal) 

設有總部，但在 2018 年 6 月這個總部遭到空襲。美國也曾

在敘利亞發動空襲，攻擊在當地活動的伊拉克民兵。這說明

伊拉克民兵網絡與伊朗在敘利亞的活動有關，這些民兵透過

邊境協助伊朗，在這條「通往海上之路」(road to the sea) 建

立起伊朗的聯繫網絡，用來運送武器給真主黨，並在伊拉克

和敘利亞一帶的親伊朗組織中活動。目前這些活動也包括無

人機技術的非法移轉。如同伊朗幫助葉門的青年運動 

(Houthis) 開發無人機，用來攻擊沙烏地阿拉伯。 

 

從伊拉克的卡恩鎮 (Al-Qaim) 或安巴省 (Anbar) 等地區起

飛的無人機，可能是這些無人機的航程最大極限，約在 600

公里左右。這就表示，從伊拉克起飛的無人機代表威脅可到

達的距離，無人機也可能是從敘利亞起飛。以色列總理納坦

雅胡表示，無人機有可能來自伊拉克或敘利亞。納坦雅胡提

到伊拉克，似乎就表示，伊拉克在這波新的威脅中，扮演同

樣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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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和禱告方向： 

 

詩篇 17: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

下， 

 

撒迦利亞書 2:5、8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耀。

萬軍之耶和華說，在顯出榮耀之後，差遣我去懲罰那擄掠你

們的列國，摸你們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人。 

 

禱告方向： 

攻擊以色列的就如同是摸主眼中的瞳人，求主顯明伊朗、伊

拉克、敘利亞及黎巴嫩與巴勒斯坦的恐佈組織之間的詭計和

陰謀；並保守以色列有智慧處理和站立得穩！ 

 

 

 

 

  



 

所羅門行動― 

拯救衣索比亞猶太人三十年 

 

1989 年，經過 16 年的分離，以色列與衣索比亞之間的外交

關係得以恢復，衣索比亞政府允許每月有數百名猶太人移民

以色列。  

 

 
猶太人事務局執行主席艾薩克．赫爾佐格（Isaac Herzog）歡迎衣索比

亞猶太人歸回。（照片來源：猶太人事務局） 

 

「所羅門行動是一項救援阿利亞的行動。這一個歷史性的篇

章，證明了以色列人營救世界各地猶太人的能力和渴望，」 

 

  



 

前猶太人事務局海外使節-阿維．米茲拉希（Avi Mizrahi）說，

在所羅門行動時，他與當時的以色列國防軍副參謀長暗嫩．

利普金-沙哈克（Amnon Lipkin-Shahak）一起負責猶太人事務

局的衣索比亞機場任務。 

 

「數千人參與其中，包括衣索比亞和以色列的猶太人事務局

工作人員，與所有有關方面進行了合作，包括美國猶太人聯

合救濟委員會（JDC）、外交部、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Mossad) 

、以色列國防軍尤其是空軍、美國猶太人和北美猶太人聯合

會（當時的 UJA），以及美國衣索比亞猶太人協會。超過 14,000

名衣索比亞猶太人在忍受了數十年的等待後，終於在 24 小

時內搭乘飛機抵達以色列。」在 30 週年的首次採訪中，他補

充說：「對我來說，這是最棒的行動。我們多年來一直盼望

的事情發生了。三十年過去了，我仍然覺得興奮，好像昨日

才發生一般。」 

 

1989 年，在分離 16 年後，以色列與衣索比亞恢復外交關係，

以獨裁者門格斯圖．海爾．馬里亞姆(Mengistu Haile Mariam)

為首的衣索比亞政府，允許每月有數百名猶太人移民到以色

列，作為家庭團聚計劃的一部分。1991 年初，由於中央政府

及門格斯圖(Mengistu)的反對者之間的衝突加劇，衣索比亞的

局勢岌岌可危。隨著該國緊張情勢加劇，人們越來越擔心衣

索比亞猶太人的命運，因此決定加速將他們帶回以色列的行

動。在美國猶太人的捐款幫助下，支付給當地政府約 3,500 萬

美元，以換取猶太人歸回以色列。這場戲劇性的行動被命名

為“所羅門行動”，以所羅門王的名字命名，根據聖經的敘述，

所羅門王會見了示巴女王。 



 

1990 年 9 月，38 歲的阿維．米茲拉希（Avi Mizrahi）和他的

妻子奧娜（Orna）以及他們的四個年幼女兒，分別是三歲的

金妮雷特（Kinneret）、呂特(Reut)五歲、瑪雅(Ma’ayan)九歲、

以及 13 歲的麗倫，以猶太人事務局的海外使節身份前往衣

索比亞。米茲拉希一家是第一個被送往衣索比亞的以色列家

庭，隨後又有其他家庭通過美國猶太人聯合救濟委員會(JDC)

來到衣索比亞。這兩個組織共同協助社區成員就業，並提供

生活津貼，就學補助等。當時就把衣索比亞猶太人帶回以色

列的任務委託給猶太人事務局的使節。在 1990 年 12 月，衣

索比亞發生了一場未遂的革命。 

 

米茲拉希(Mizrahi)說：「雖然過去有過幾次嘗試，但這次我們

意識到情況不同了。迫於局勢，他們開始將以色列使節的家

屬，包括我的妻子和四個女兒送回以色列。同時，美國猶太

人聯合救濟委員會(JDC)協同猶太人事務局，建立了一個通訊

溝通網絡，由 120 名社區活躍人士組成群組，如果情況惡化，

他們將協助處理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問題。」 

 

「1991 年，我們意識到局勢正在升級。有兩個問題與我們有

關。一個問題是，如果情況惡化，社區要如何存活；另一個

是，趕在革命之前營救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可能性。 

 

米查．費爾德曼（Micha Feldman）負責由幾名使節組成的衣

索比亞猶太人事務局代表團，外交部任命烏里．盧布拉尼（Uri 

Lubrani）與衣索比亞當局進行談判，以開展這項行動。 



 

我們與外交部、以色列情報局摩薩德(Mossad)、美國猶太人

聯合救濟委員會(JDC)和以色列國防軍的代表一起，開始思考

如何在 48 小時之內救他們出去。」米茲拉希回憶說。 

 

叛軍已經抵達阿迪斯阿貝巴郊區。 

 

「 5 月 23 日星期四晚上，我們獲得行動許可，但是不知道

如何通知大家。我們召集了一批活躍人士，通知他們阿利亞

行動將於第二天開始。令人擔心的是，一旦行動眾所皆知，

就會有很多破壞因素。我們決定告訴他們真相：『這次阿利

亞的秘密行動，人人都有一份。』 

 

「我們告訴他們第二天將所有人帶到大使館，無一例外。要

他們一大早帶家人來，然後帶社區其他人來。我們預備了大

使館的大院子作為他們即將離開的出口站，而他們卻不知道

是在為即將到來的行動做準備。」 

 

挑戰之一是如何能獲得巴士車隊，把這些新移民從大使館大

院送到飛機上而不引起懷疑。我們發現一個有創意的辦法。 

 

「在不洩露行動下做好預備，就是在行動開始的前一天星期

四，我們為學生安排一次動物園之旅。這樣，我們就可以預

約巴士，從大使館運出猶太人。」 

 

星期五一早，網絡的成員開始拜訪猶太社區的成員，告訴他

們，即將帶他們返回以色列。 

 



 

「令人激動萬分！好多人都在哭，語言難以形容。一些家庭

試圖在前往大使館之前賣掉他們的財產。有人成功了。」米

茲拉希說。「我們在以色列大使館大樓內建立了有組織的分

類工作站，來完成阿利亞行動的前置作業。有一站是，事先

為每個家庭準備好家庭身份證與整個家庭的照片核對。另一

站是，為每位移民準備號碼，以便他們有組織的通過識別，

好登上巴士、飛機。而困難的是，有很多人來到了以色列大

使館，不只有猶太人，我們只接受有證明的人。當時，衣索

比亞實施宵禁。任何走在街上的人都被槍殺了。我們和當局

達成一致，宵禁不適用於我們的巴士。」 

 

在這令人緊張的時刻裏，還出現了一些臨時需要解决的問題 

：衣索比亞政府要求一架衣索比亞航空公司的飛機參與行動。 

 

「我們帶著200名移民到達機場，機長告訴我們機上只有150

個座位。我很快就反應過來，告訴機長，有 50 名乘客是坐在

父母膝蓋上的嬰兒。」 

 

從星期五早上 6 點到星期六早上 7 點，有數十輛巴士來回的

往返超過 100 趟。 

 

米茲拉希說：「有人說所羅門行動持續了 36 個小時。」，「我

認為只有 24 小時 - 從週五離開衣索比亞的第一架飛機到週

六離開的最後一架飛機為止只有 24 小時。把所有人從大使

館移送到跑道上後，我開車回去我們在阿迪斯阿貝巴的公寓 

，帶上一個手提箱，加入了最後一架飛往以色列的飛機。 



 

我們週六下午三點或四點左右飛抵以色列。這次行動十足隱

密，媒體毫無所悉。」 

 

「我在民用機場下飛機，開車回耶路撒冷。移民們接著參加

在機場為他們舉行的招待會。我一打開電視，看到那些移民，

而就在不久前，我還陪同他們參與了阿利亞大行動，現在終

於可以鬆口氣。所有新移民都被帶到猶太人事務局人員與政

府部門合作經營的融合中心和旅館。」 

 

至於沒有及時到達的家庭怎麼辦呢？米茲拉希 1978 年加入

猶太人事務局，擔任社工， 1980 年開始執行衣索比亞移民

的工作，協助他們回歸以色列並進入融合中心。他在「摩西

行動」中引導新移民，就是知道他會回來完成任務。幾個月

後，在阿迪斯阿貝巴機場開放之後，他飛到衣索比亞，把滯

留的家庭帶回來。 

 

38 歲的蕾切莉．塔薩．伍德（RACHELI TASA WOOD）是衣索

比亞女權組織的創辦人兼主任，她與父母和三個弟弟一起移

居以色列時，才只有 8 歲。 

 

她說：「大約在我們回歸的前一年，有傳言說，我們很快將

能夠移民以色列。」在採訪中，我們發現她的父親是通訊溝

通網絡的一員。 

 



 

 
蕾切莉．塔薩．伍德與兄弟以利和亞設及父親。（猶太機構） 

 

「爸爸很有目的性，讓我壓力很大。我們連夜動身前往一個

陌生的地方，和我所熟悉的截然不同。我們真的被帶到安全

的地方嗎？一路從貢達爾附近的一個小鎮到使館附近的阿

迪斯阿貝巴。有一天，我們被告知飛機正在趕來的路上。一

切都是秘密進行，我們一到使館院子，看見成千上萬的人帶

著小手提箱和紀念品袋。我們的額頭上寫了一串數字，好叫

人可以知道我們是屬於哪個小組、哪架飛機。機場上，一架

引擎正發動著的飛機等著我們要起飛了，我父母帶來的貴重

物品和紀念品必須留下來。 

 

因為飛機上有限的空間是留給人的，不是留給財物的。」 

 



 

「當我一坐上飛機，感覺自己就好像一隻大鳥。地板上鋪著

一塊發亮的黑色塑膠布，所有的座位都被移除，以騰出更多

的空間。大家進來後，我們被告知：『你可以坐下來。』如

今，我知道這些人是身著便服的以色列國防軍士兵。我坐在

窗戶旁邊好奇發生的事，我記得擔心地問媽媽說：『我們真

的和那隻鳥一起飛向天空嗎？』我以前從沒見過飛機。」 

 

「飛機起飛了，在航程途中傳來一個女人跪著分娩的喊叫聲 

，我們騰出空間、好幫助她分娩。空間很小，細微聲音傳入

耳裏，在那個非常緊張的一刻，因為有人開了個玩笑大大緩

解。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嬰兒從出現到哭泣，只花

了幾秒鐘。每個人都笑著鼓掌。他們用毯子包裹嬰兒放在女

人的旁邊，飛機就飛到以色列了。我的父母說，『新事物誕

生了，我們正前往聖地呢！』 

 

當飛機降落時，沒人相信是真的。從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們

就夢想著牛奶和蜜的土地。這就是傳說中的聖地。不禁好奇；

流動的水真的是牛奶嗎，每個人都在舔蜂蜜嗎？我們走下了

飛機的台階，看到了一個永難忘懷的景象：每個人，無論大

小，都跪在停機坪上，親吻著以色列的土地。直到今天，我

告訴自己，雖然有許多的阿利亞，但衣索比亞人的阿利亞最

是感人。」 

 

「這是一個將猶太教保存了 2,000 年之久，與外界沒有任何

連結的民族的回歸，雖然花了一些時間，但今天我可以說的

是，這的確是一個流奶和蜜的地方，雖然也有刺，但是我們

不應該讓任何人質疑。 



 

這是我的國家，和其他人的國家一樣，我的社交活動是關注

於接受自己的身份與本質—為自己感到自豪，而不是隱藏在

另一個身份背後。」 

 

 

「這一個所羅門行動周年紀念日的里程碑式再次提醒以色

列和猶太人，所有的猶太人都要對彼此負責。也再次表明，

當全地猶太人齊心協力於一事時，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

猶太人事務局主席艾薩克．赫爾佐格（Isaac Herzog）說。「儘

管過去這一年發生新冠疫情，但我們團結的美好見證是有

2,000 位從衣索比亞回歸的猶太人，這是因著有包括自北美

猶太人聯合會、以色列聯合呼籲組織及在全球各地(基督徒)

而來的奉獻支持下，團結致力於阿利亞歸回的結果。」 

 

本文是與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合作編寫的。 

 

艾倫．羅森鮑姆（Alan Rosenbaum）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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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和禱告方向： 

 

詩篇 91:2-6 

我要論到耶和華說：他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

神，是我所倚靠的。他必救你脫離捕鳥人的網羅和毒害的瘟

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誠實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

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 

 

以賽亞書 66:20 

他們必將你們的弟兄從列國中送回，使他們或騎馬，或坐車，

坐轎，騎騾子，騎獨峯駝，到我的聖山耶路撒冷，作為供物

獻給耶和華，好像以色列人用潔淨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華

的殿中；這是耶和華說的。 

 

禱告方向： 

為這感人的磐石行動感謝主，也求主幫助我們耶路撒冷全球

華人敬拜中心有能力有資源，有一天可以幫助這些衣索比亞

新移民在以色列的融合，來回應主的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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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