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極端保守派的 

易卜拉欣．萊希當選伊朗總統 

極端保守派的易卜拉欣．萊希當選伊朗總統 

競爭對手承認敗選 

 

 
2021 年 6 月 18 日，伊斯蘭共和國新任極端保守神職人員—總統易

卜拉欣·萊希(Ebrahim Raisi)。 

 

202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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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0萬張選票中，萊希贏得了超過 1780萬張選票。 

 

萊希的競爭對手承認敗選後，官方週六(6/19)宣布，伊朗極端

保守的神職人員易卜拉欣．萊希贏得了目前為止 62%的總統

選票。 

 

週五的投票後，選舉活動負責人賈邁勒(Jamal Orf)在國家電視

台上表示，萊希在 2860萬張選票中拿到超過 1780萬張選票，

遠遠領先於排名第二的參選人穆赫辛．雷扎伊(Mohsen Rezai)

的 330萬張選票。 

 

伊朗有超過 5900萬的合格選民，不過目前還沒公佈投票率。 

 

這場選戰中的其他 3名參選人都已經對萊希傳達祝賀，這是

在許多重要對手被禁止參選後，普遍預期會發生的事。  

 

即將卸任的總統哈桑．魯哈尼表示：「我祝福大家的選擇」，

但哈桑並沒有點名萊希。他也說道：「我稍晚會正式祝賀，

但我們知道誰在這次選舉中獲得了足夠的選票，還有誰才是

人民選出的。」 

 

另外，還有兩名極端保守的候選人：莫赫森．雷扎伊(Mohsen 

Rezai)和哈謝米(Amirhossein Ghazizadeh-Hashemi)他們都明確

祝賀萊希，選舉中唯一的改革派前中央銀行行長赫馬提

(Abdul Nasser Hemmati)也祝賀了萊希。現年 60 歲的萊希將

於 8 月接替魯哈尼，而伊朗正值搶救與強國淒慘的核協議，

同時要擺脫美國制裁所導致經濟上的重創。 



 

萊希為司法部首長，他的黑色頭巾象徵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

德的後裔，外界認為他與 81 歲的伊朗最高領袖何梅尼

(Ayatollah Ali Khamenei)關係很密切，而何梅尼在伊朗擁有最

終的政權。 

 

包括 40 名女性在內約 600 名候選人，篩選後剩下 7 名候選

人，全都是男性，而前總統以及前議長則被除名。在這之後，

許多選民選擇棄票。 

 

民粹主義伊朗前總統艾馬丹加(Mahmoud Ahmadinejad)是被

神職人員和憲法監護委員會禁止參選的人員之一。艾馬丹加

表示他不會投票，他在一則影片中說道「我不想同流合污」。 

 

 

 

新聞出處：i24NEWS 

新聞日期：2021/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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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9:6-7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

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

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

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萬

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不論是誰當選總統，我們奉主名宣告全地的政權都是擔在和

平君王耶穌的身上，求主幫助伊朗政府脫離核武的兇惡，化

解對以色列的敵意，能走在祝福國內人民，民主自由及經濟

復甦的恩典中！ 

  



 

認識以色列新總理貝內特 

 

貝內特是誰，如何取代他的政治導師 

成為以色列第 13 任總理？ 

 

貝內特確實創造了歷史，但由於聯合內閣中政黨意識形態龐

雜多元，因此許多分析家認為，貝內特和新政府生存下來的

機率很低。 

 

 
貝內特總理和他的妻子潔拉以及他們的四名孩子約尼 (Yoni)、米夏芙 

(Michal)、亞比該 (Avigail) 和大衛 (David)(照片來源：Avi Mayer 的推

特內容) 

 



 

現在該是來認識貝內特 (Naftali Bennett)的時候，他曾經是軍

事指揮官，後來成為企業家，之後又轉投入政治，現在是以

色列總理，但國外相對來說，對他所知有限。 

 

貝內特正在創造以色列歷史。他是第一位戴著猶太教小圓帽 

(Kippah) 的總理，他是現代猶太教正統派的猶太人，他領導

的政黨是有史以來擔任以色列總理中規模最小的一個，甚至

被稱為「七人席」。 

 

他取代了納坦雅胡成為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是以色列在位

最久的總理，已經連續執政 12 年。 

 

總歸而言，大家在理解貝內特時，可以從他的政治導師納坦

雅胡思考起，然後在政治與宗教上再些微往右傾。事實上，

貝內特是因為 2006 年擔任納坦雅胡的幕僚長而踏入政壇。

但在兩人鬧翻後，如同納坦雅胡許多其他門生一樣，貝內特

出走獨自發展。 

 

從那時候起，貝內特分別加入五個不同的政黨，其中包括納

坦雅胡的利庫黨 (Likud)。他曾擔任以色列國防部長和教育部

長等重要內閣職務。但儘管他政黨的政治影響力都不是太高 

，至少從人數看來是如此，但貝內特發現自己幾次成了造王

者，包括現在的聯合內閣。 

 

如果納坦雅胡能夠組成位居多數的聯合內閣，貝內特就會成

為納坦雅胡政府的造王者。 



 

如果納坦雅胡無法順利組閣，相反地，貝內特就會成為拉皮

德 (Yair Lapid) 聯合內閣中的造王者與上位者，這個內閣的

政黨組成非常多元。 

 

49 歲的貝內特將自己塑造成右翼民族主義者和以色列堅定

的捍衛者，他表示「應該殺掉，而非釋放」巴勒斯坦恐怖分

子，並且以色列士兵應採取「格殺勿論」政策，包括對未成

年人。 

 

他說道：「我們別自欺欺人了，他們不是孩子，他們是恐怖

分子。」 

 

他還反對巴勒斯坦建國，並表示他「不會再給阿拉伯人一丁

點土地」。2014 年，貝內特在《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中寫

道：「以色列不會從更多的領土中撤出，也不允許巴勒斯坦

在約旦河西岸建國。」 

 

他在專欄文章中堅決主張：「如果我們撤出約旦河西岸，整

個國家都會成為恐怖分子目標，恐怖分子可以在耶路撒冷舊

城附近、本古里安國際機場跑道上方的山丘上，以及特拉維

夫證券交易所 (Tel Aviv Stock Exchange) 安放火箭發射器。」 

 

儘管如此，這個人剛剛才與左派政黨和阿拉伯政黨簽署聯合

內閣協議。他還在上次競選期間簽署書面文件，表明他不會

在拉皮德底下出任總理，但他還是與拉皮德促成了這項聯合

內閣協議。 

 



 

比金沙達特戰略研究中心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的資深研究員莫迪改·凱達 (Mordechai Kedar) 認為 

，貝內特無疑的確具有優秀總理的特質。不過，他擔心這個

政府在週日下午宣誓就任後，會維持不了多久。 

 

凱達這樣告訴所有以色列新聞媒體：「在婚禮上，每個人都

擁抱、親吻和微笑，但問題是從第二天才開始。」。 

 

凱達解釋道：「貝內特從領導原本是屬於利庫黨再偏右的右

派政黨，現在轉而與甚至不承認以色列這個猶太民主國家有

資格存在的政黨結盟，這是 180度大轉彎。」 

 

根據以色列電視 12 頻道 (Channel 12) 的一項民調指出，

43% 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將在「短期內」解散，只有 11% 的

受訪者認為這個政府將做滿四年。 

 

無論如何，從現在開始，輪到貝內特上場。 

 

貝內特在擔任納坦雅胡內閣部長期間曾表示，他很喜歡這個

職位，「因為總是站在納坦雅胡偏右一點的位置」。 

 

他當時說道：「當我發表安全或外交事務聲明時，他就會配

合我。」 

 

但左派以色列報紙《國土報》(Haaretz) 將他形容為還沒有找

到定位的政治人物。 

 



 

這篇報導提到：「他不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當然也不是前後

一致。他在八年前才首次步入以色列國會，就在兩年前，他

的政黨甚至還無法跨越選舉門檻。」報導中將貝內特短暫的

政治生涯形容為在「飄忽不定的政治走向」中「迅速崛起」

的政治人物。 

 

納坦雅胡在過去兩年未能組成穩定的內閣，這讓貝內特能夠

重回政治賽局。 

 

貝內特出生於海法，父母是來自舊金山的美國移民，他們在 

1967 年移居以色列。在貝內特年幼時，曾舉家搬回美國一段

時間，和納坦雅胡一樣，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雖然貝內特生長在世俗家庭，但他和他的家人卻遵守猶太教

規。他現在形容自己是現代猶太教正統派人士。 

 

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期間，貝內特曾擔任兩支精英部隊的指

揮官。他在希伯來大學主修法律，但畢業後自己卻投身商業

領域。貝內特與他人共同創立反詐欺軟體公司 Cyota，並和他

的妻子潔拉搬到紐約，她在那裡擔任甜點主廚。貝內特在 

2005 年以 1.45 億美元出售 Cyota，幾年後又以 1.3 億美元

出售另一家公司 Soluto。 

 



 

 
潔拉和貝內特(照片來源：聯合右翼黨發言人) 

 

貝內特和潔拉帶著這筆豐厚的財富回到以色列，現在他們與

四名子女定居在特拉維夫富裕的市郊拉納納 (Raanana)。 

 

這是貝內特展開他政治生涯的起點。2006年至 2008年，貝

內特擔任納坦雅胡的幕僚長。他和長期政治夥伴夏克德 

(Ayelet Shaked) 都是在遭到比比羞辱後，一起站在同一陣線。

自此之後，他們便成立多個右派政黨，原本是作為納坦雅胡

利庫黨之外的選擇。目前這個聯合右翼黨 (Yamina) 的名稱

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指「右傾」。 

 

近年來，貝內特經常在以色列的國際會議包括基督徒媒體大

會 (Christian Media Summit)上擔任客座講員，這是以色列新

聞局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對國外基督教媒體機構的外

展活動。貝內特在當中普遍受到好評。 

 



 

如果這個政府撐得夠久的話，貝內特在他總理任期屆滿時將

滿 51 歲。 

 

他在接受以色列電視 12 頻道深度專訪時表示：「我告訴我

的孩子，他們的父親要做的事，會讓他成為全以色列最討厭

的人。但我這麼做是為了我的國家。」 

 

凱達表示，這屆聯合政府面臨著諸多挑戰，從預算等基本問

題到意見更分歧的安全問題。 

 

凱達對我們表示：「我無法拿這個政府與過去的政府相比，

因為以色列從來沒有這樣左右共治的政府，還有阿拉伯人加

入。左右共治是罕見的，但再加上阿拉伯人，而且還不只是

阿拉伯人，還是認為以色列沒有正當存在理由的伊斯蘭運動 

。這個政府的共通點只是不想讓比比再擔任總理，這個目的

將實現，但之後這個政府要如何維持團結？」 

 

 
(照片來源：Naftali Bennett的推特內容) 



 

註: 本篇新聞評論僅供大家暸解貝內特的背景，並不代表協

會的立場！ 

 

 

 

新聞出處：Allisrael 

新聞日期：202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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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以理書 2:20-22 

但以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

智慧能力都屬乎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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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 

 

提前 2:1-3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和

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

地度日。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當各個新聞媒體或政黨對新上任的以色列總理有個別不同

的聲音時，讓我們回歸到神的話和心意中，我們只選擇站立

在神的這一邊，繼續堅立為以色列和新總理祝福禱告，並為

耶路撒冷求平安！阿們！ 

 



 

 

我們為著在以色列的基督徒機構―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萬國祈禱院、讚美帳幕、基督徒以色列之友與和平之橋，

對以色列支持立場的共同表態與聲明感恩！聲明中的部份

內容如下― 

福音派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與以色列同站立，不是因為任何

政治因素，而是因為聖經上神的話，以及亞伯拉罕永恆之約。

我們尊重以色列作為民主國家，擁有選出自己國家領袖的主

權權利。我們還認識到，作為客居以色列的外國人，我們不

應干涉以色列的政治，而是應該與以色列人民，及其民選政

府維持友好關係，並團結站在一起。我們並願意與以色列同

站立，並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禱告。 

 

  



 

納坦雅胡與巴勒斯坦的外交戰功 

 

 

 
2021 年 6 月 12 日，親巴勒斯坦抗議人士在英國倫敦唐寧街外示威

抗議。(圖片來源：HENRY NICHOLLS/路透社) 

 

 

從上個世紀，聯合國認為「猶太復國主義等同是種族主義」

的外交戰中，以色列前總理納坦雅胡曾處理過一些對以色列

懷有最深敵意的外交戰事件。 

 

在以巴衝突以及以色列與阿拉伯各國廣泛衝突的推波助瀾

下，長久下來，讓這個猶太國家成了不受歡迎的國家。 

 



 

不過，由於聯合國大會在 2012 年投票通過提升巴勒斯坦地

位，讓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非正式會員國  (Non-Member 

State)，因此以色列的風險也跟著提高。因為巴勒斯坦自治政

府 (Palestinian Authority) 可以利用剛取得的聯合國實質國

家 (de facto UN state) 地位，為他們爭取更多著力點，用來

對以色列施壓，要求以色列軍隊和平民撤回到 1967 年以前

的邊界。 

 

不過，爭論的焦點不只因為以色列佔領了約旦河西岸、東耶

路撒冷和戈蘭高地，這些外交動作也鎖定以色列的猶太身分 

，猶太人與聖地之間的關係，以及以色列的自我防衛權。 

 

納坦雅胡藉著將爭論連結於某些反以色列和反猶太主義的

偏見，化解了一些上述爭論對以色列的影響力。在他任內獲

得美國支持，並在歐洲、非洲和亞洲鞏固與盟邦之間的關係，

比以色列歷任總理表現得都好。在他總理任內，巴勒斯坦人

煽動言論，且支持恐怖主義活動等問題也都日益受到重視。 

 

這裡列出納坦雅胡從 2009 年 3 月開始擔任以色列總理，

到本週任期結束的這 12年總理任內，納坦雅胡的 12 項外交

功過內容。 

 

外交上的損失 

 

1) 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展開戰爭罪調查 

納坦雅胡上任之初，以色列人還未因戰爭罪，在國際刑事法

院 (ICC)面臨被起訴的風險。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 2015 年正式加入《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後，改變了遊戲規則，讓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能夠提

出要求，調查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加薩地區和東耶路撒冷

的戰爭罪行。 

 

國際刑事法院今年裁定，該法院對巴勒斯坦領土上涉及的戰

爭罪案件有司法管轄權，並已展開調查。儘管法院還在審理

以巴兩國涉及戰爭罪的可能，但據推測，法院會將重點擺在

以色列可能涉及的戰爭罪上。 

 

如果國際刑事法院斷定，需要對以色列展開調查，那麼以色

列個人，最有可能的是以色列的負責官員，將可能面對戰爭

罪的指控。 

 

2)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以色列設立無期限調查 

在納坦雅胡總理任內，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HRC) 至少對

以色列設立了六個真相調查小組 (Fact-Finding Missions)，試

圖證明以色列的確犯下戰爭罪，且仍持續這些罪行，並嚴重

迫害人權。 

 

而且一開始主導這項調查的，是最聲名狼藉的南非法官葛斯

東(Richard Goldstone)，這個小組還以他的名字命名。 

 

葛斯東調查小組和其他兩個調查小組想要瞭解，以色列在三

次加薩戰爭中可能犯下的戰爭罪。 

 



 

其中一個真相調查小組據說是為了調查，以色列在約旦河西

岸屯墾區內涉及的侵犯人權行為，這個小組也因為調查哈瑪

斯發起的「返鄉大遊行」(March of Return)，而對涉案的以色

列國防軍士兵進行建檔。這些士兵可能因為對參與遊行的巴

勒斯坦人執行勤務，而犯下戰爭罪。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今年從 2021 年 4 月 13 日開始，分別

在以色列境內、約旦河西岸與加薩地區，對以色列可能涉及

的迫害人權罪行展開無限期的調查。以色列是唯一因為戰爭

罪，而接受無限期調查的國家。 

 

另外，這個人權理事會還公布一份黑名單，列出與 1967年邊

界外的以色列實體機構有業務往來的公司。這也是人權理事

會唯一對個別國家發布這樣的黑名單。 

 

這個人權理事會也開始在 2018 年發出年度呼籲，要求對以

色列實施武器禁運。 

 

3)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登記「列祖之墓」在巴勒斯坦之下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在 2011 年成為第一個承認

巴勒斯坦國家身分的聯合國機構。由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PA) 獲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成員國資格，因此他們能夠將

三個景點登錄世界遺產名錄 (World Heritage List)：分別是「主

誕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巴地爾村 (Battir) 梯田」和

「列祖之墓」(Tomb of the Patriarchs)。 

 



 

登錄的「列祖之墓」(Tomb of the Patriarchs) 主要著重在 1250 

年和鄂圖曼土耳其帝國 (Ottoman Empire) 時期，當時該墓地

是在馬穆魯克 (Mamluk) 阿拉伯王朝的統治下，但名錄中並

未提到，在遠古和聖經時期，這個「列祖之墓」曾在猶太人

的手裡。 

 

以色列在 2018 年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抗議這個組織

對以色列存在的偏見。以色列在 2011 年停止繳交這個組織

的年費，並在兩年後喪失投票資格。 

 

4) 歐盟產品標籤 

歐盟在 2015 年公布的產品指南中，提到如何對來自東耶路

撒冷、約旦河西岸和加薩的產品貼上消費者識別標籤，用來

澄清這些產品並非在以色列境內生產。 

 

這項產品指南原先是採取自願方式。不過，在四年後，歐盟

法院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裁定，所有在 

1967 年邊界外生產的以色列產品都必須標示這樣的消費者

識別標籤。 

 

5) 聯合國發起種族隔離調查 

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  (UN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今年接受巴勒斯坦自治

政府的要求，調查以色列犯下的種族隔離罪行。這將是聯合

國首度根據《羅馬規約》中的定義對類似指控展開調查。 

 

 



 

在外交上的戰功 

 

1) 亞伯拉罕協定遏止了「抵制、撤資和制裁運動」(BDS) 

簽署《亞伯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s) 讓以色列與四個阿

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正常化，打擊了「抵制、撤資和制裁運

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 的士氣。

阿拉伯國家願意與以色列做生意，這讓「抵制、撤資和制裁

運動」更難辯稱，其他國家需要抵制以色列。 

 

2) 國際刑事法院 (ICC) 拒絕調查在馬爾瑪拉號船上的戰爭

罪 

國際刑事法院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CC) 首席檢察官

否決了對以色列展開戰爭罪調查的要求。由於這艘船隻試圖

打破以色列對加薩實施的海上封鎖，因此以色列國防軍對這

艘開往加薩的馬爾瑪拉號 (Mavi Marmara) 船隻展開突襲，

並強行登船。在突襲中，船上有 10名土耳其社運人士因此遇

害。 

 

3) 聯合國安理會只通過一項反以色列決議 

在納坦雅胡總理任內，聯合國安理會只有一次譴責以色列，

創下這個機構處理以色列問題的紀錄。這是因為納坦雅胡有

辦法讓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和川普直接反對這類反以色列的

決議。唯一的例外是在 2016 年，在歐巴馬政府任期最後幾

週，當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 2334 號決議案，譴責以色列

的屯墾區活動，並否決以色列擁有東耶路撒冷任何一塊土地

的主權，其中包括哭牆。 

 



 

4) 耶路撒冷決議案的部分勝利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無視於猶太人對聖殿山的情感，極力要求

聯合國，在提到聖殿山和哭牆時只使用穆斯林名稱，也就是

聖地禮拜堂 (Al-Haram Al-Sharif) 和布拉克廣場 (Buraq Plaza)。

由於受到阿拉伯國家的支持，因此在每兩年召開的大會中，

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執委會 (UNESCO Executive Board) 通過

的耶路撒冷相關決議中，開始在決議文內只列入穆斯林名稱。

同時這些決議文也否認猶太人對耶路撒冷的主權。 

 

不過，經過折衷妥協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耶路撒

冷決議案，已將有爭議的文字內容放入附錄，因此這些耶路

撒冷決議就變為無效。由於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在聯合國大會

上，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因此類似決議才能闖關成功。 

 

5) 抵制議程第 7 項內容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的 47 個成員

國在每場會議中，都需要根據議程第 7 項的決議，討論以色

列迫害巴勒斯坦人權的指控。納坦雅胡曾要求人權理事會撤

銷這項決議，但並未獲得任何進展。 

 

不過，納坦雅胡還是成功影響歐洲國家的看法，認為這種只

為了反對一個國家而存在的決議，是對以色列存在偏見的實

例。因此，大多數歐洲國家在一年舉行三次的會議中皆抵制

議程第 7 項內容。 

 

 

 



 

6) 關切屠殺補貼 

納坦雅胡已說服歐洲與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指責巴勒斯

坦自治政府，不該每個月為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和其家屬提

供補貼。以色列稱這項做法為「屠殺補貼」(Pay-for-Slay)，在

這件事上，納坦雅胡已獲得長足的進展。 

 

美國國會通過泰勒強制法 (Taylor Force Act)，表明美國對這

項問題的堅定立場。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不停止給予屠殺

補貼，美國將不會提供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直接的經濟援助。 

 

7) 譴責「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提供煽動

性內容 

納坦雅胡還成功讓國際社會意識到，「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

難民救濟和工程處」 (UNRWA) 未能阻止巴勒斯坦教科書中

出現反猶太人和反以色列的煽動性教材。 

 

拜登政府已承諾，美國未來在提供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

救濟和工程處資金時，難民救濟工程處必須對宣揚猶太人仇

恨和以色列仇恨，以及反猶太主義等教材內容採取零容忍政

策。 

 

歐洲議會 (EU Parliament) 今年也譴責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

難民救濟和工程處使用這類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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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創世記 15:17-21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煙的爐並燒着的火把從那些肉塊中經過。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

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

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亞摩利人、迦南人、

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創世記 17:4-8 

「我與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

亞伯蘭，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我必使

你的後裔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

你並你世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

和你後裔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

給你和你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 

 

我們禱告巴勒斯坦執政掌權的，和聯合國各個所屬組織的領

袖都要認識耶穌，並承認亞伯拉罕之約，尊重這塊地是神賜

與以撒的後裔的！ 

  



 

第一位阿聯酋學生就讀 

以色列大學的美好見証 

 

曼蘇爾·本·沙梅赫·阿爾·馬爾祖奇(Mansoor bin Shamekh al-

Marzooqi)將在赫茲利亞跨學科研究中心, 又稱艾迪生大學 

(IDC Herzliya)攻讀政治學學士學位，“我選擇來以色列學習，

是出於為促進和平貢獻的強烈渴望” 

 

 
喬納森·戴維斯 (拉斐爾·雷卡納蒂國際學校校長)、烏瑞爾·瑞赫曼教授 

(Uriel Reichman) 艾迪生大學校長兼創始人、阿聯酋駐以色列大使罕

默德·阿爾·哈賈閣下，和學生曼蘇爾·本·沙梅赫·阿爾-馬爾祖奇。(圖片

來源：COURTESY IDC HERZLIYA) 

 

一所以色列大學招收了首位阿聯酋學生，這是亞伯拉罕協定

簽署以來，以色列和阿聯酋之間關係的加強。  



 

這位名叫曼蘇爾·本·沙梅赫·阿爾·馬爾祖奇的學生已在赫茲

利亞跨學科研究中心分校入學，住在學生宿舍，攻讀政治學

學士學位。 

 

為了這位 19 歲的學生，人們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赫茲利亞跨學科研究中心的拉斐爾 -雷卡納蒂 (Raphael 

Recanati)國際學校有來自 90個國家的學生，阿聯酋現在是第 

91 個國家，校園的旗幟大道上升起了阿聯酋國旗。 

 

以色列商人帕特克·阿蘇林(Patrick Assuline) 因 COVID-19 重

病時，是馬爾祖奇的家人在阿聯酋照顧他，因而建立密切友

誼，之後馬爾祖奇決定上大學，據《國家報》The National報

導，馬爾祖奇在線上完成第一學期的課程後，在帕特克叔叔

的建議下，從美國北德克薩斯大學轉學。 

 

“我選擇來以色列學習，是出於為促進和平貢獻的強烈渴望，” 

馬爾祖奇在一份聲明中說。 

 

他說：“我們兩國領袖所採取的措施，讓我有機會來到這裡，

在促進和平與繁榮的合作方面，展現我們年輕人的價值。” 

“我從一位在國際學校就讀的以色列朋友那裡，聽說赫茲利亞

跨學科研究中心和這裡的氛圍，覺得在這裡學習很安全。我

目前專攻學士學位，希望將來能繼續攻讀碩士學位。” 

 



 

 

 

阿聯酋駐以色列大使穆罕默德·阿爾·哈賈說：“今天是我們尋

求實現共同願景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 他在現場歡迎馬爾

祖奇。 

 

“我相信，教育和文化是通向更美好未來的橋樑，”他說。“為

增進研究合作和學術交流而共同的努力，會使我們的人民更

加緊密。” 

 

赫茲利亞跨學科研究中心，艾迪生大學總裁兼創始人 - 烏瑞

爾·瑞赫曼教授 (Uriel Reichman) 對接待以色列第一位來自

阿聯酋的學生表示感謝，同時指出這對該地區維持和平的重

要性。  

 



 

烏瑞爾·瑞赫曼教授告訴耶路撒冷郵報。“赫茲利亞跨學科研

究中心成立的目標是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未來領袖，我很高

興來自各國的年輕人選擇在這裡學習，加入我們的行列，”   

 

“持久的和平不是透過協議或合約創造的，而是經由人與人的

關係，尤其是未來的領袖在大學共同學習所建立的學術關

係，”他補充道。  

 

馬爾祖奇是在以色列和阿聯酋大學宣布新的學生交流計劃

之後到來的。 

 

這項計畫計劃自 1 月以來一直在進行，於 5 月底敲定，得

到哈賈和當時的教育部長蓋蘭特(Yoav Gallant)同意，雙方同

意成立一個特定團隊，重點推動兩國教育機構之間的合作計

劃。具體而言，他們同意啟動兩國學生、教師和學術的交流。 

 

“我很高興見到以色列真正的夥伴，”蓋蘭特在會後說。“感謝 

[阿聯酋大使] 的熱烈討論和意願，促進兩國之間的教育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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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33:1 – 3 

(大衛上行之詩。)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這好比那貴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

衣襟； 又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

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天父，這兩國的人民，在疫情當中彼此關顧、建立親密的情

誼，真是無比美好！他們都是蒙祢所愛的亞伯拉罕肉身後裔，

求祢使雙方的和平交流能夠持久、穩定且深厚，願祢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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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