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單日確診超 300位， 

四月以來最高 

以色列重症患者達 29位。為加速孩童及青少年接種，星期三

施打超過 1萬 6千劑。 

 

 
2021年 6月 29號，在特拉維夫迪岑哥夫購物中心（Dizengoff Center）

逛街民眾仍戴口罩（照片由Miriam Alster, FLASH90提供） 

20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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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已有超過半數國民接種疫苗，以色列迎來新一波疫情，

星期三單日確診達 300 位，創下四月以來最高單日確診數。 

 

以色列衛生部宣布星期三新增 307確診，隔離中確診數增至

1990 位。根據星期四公布的資訊，重症患者由 22 位增加至

29位，其中 17名使用呼吸器。 

 

星期三已檢驗超過 5萬 9千位，確診率為 0.6%。 

 

確診數遽升主要歸咎於感染率極高的 Delta 變種病毒，以色

列正積極為 12至 15歲青少年接種疫苗，星期三疫苗第一劑

施打達 1萬 6千劑。 

 

根據報導，衛生部預計下週每日確診數將升至 500到 600位。 

 

根據《國土報》（Haaretz）報導，政府考慮恢復「綠色通行

證」（Green Pass）機制，為限制已接種及未接種民眾能進入

的場所及參與的活動。 

 

該機制允許已接種疫苗或康復者在室內用餐或參與活動，實

施至六月 1號為止。 

 

根據每日的新增人數，衛生部官員亦考慮恢復「紫色徽章」

（Purple Badge），即一套商家須符合才能營業的標準。 

 

於印度發現的 Delta 變種傳染力比其他變種更強，甚至能繞

過疫苗，但據信不會在已接種者身上造成嚴重感染。 



 

根據英國衛生署，變種比原始病毒強 40%，若已接種兩劑疫

苗，防護率高達 96%。 

 

 
2021年 4月 13號，內坦亞市（Netanya）醫護人員為民眾進行快篩檢

驗。（照片由 Chen Leopold, FLASH90提供） 

 

以色列內政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星期三表

示，若新增確診數持續上升，出入以色列班機將可能停飛。 

 

沙凱德訪視機場後，對媒體記者表示：「最令人擔憂的就是

本古里昂機場，最容易的解決辦法就是將機場關閉。但現今

情況不同以往，我們努力使機場持續營運。若確診人數持續

攀升，航班會停飛。」 

 

沙凱德發言之前，以色列電視新聞台「12頻道」（Channel 12）

報導，衛生部將來自「被禁國家」的旅客與其他國家旅客分

開的計畫，已面臨實施上的困難。 



 

 

 
2021 年 6 月 30 號，本古里昂機場技術人員檢驗乘客。（照片由

Avshalom Sassoni, FLASH90提供） 

 

隨著確診數增長，以色列已重新實施室內戴口罩規定，並嚴

厲取締來自感染率高的國家或違反隔離規定的旅客。直至目

前，以色列成功避免回到兩個月前的警戒措施。 

 

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星期天呼籲青少年

為避免限制，趕緊接種疫苗，表示：「我們不希望對派對、

旅遊或其他活動實施任何限制。」 

 

自上週開始，政府致力為 12至 15歲青少年施打疫苗，使每

日疫苗施打數自四月初以來，首次超越 1萬劑。四月初，將

近 5百萬人接種後（即當時符合施打條件的人數），原領先

世界的施打速開始停滯。 

 



 

 
2021 年 6 月 24 號，一名以色列青少年於耶路撒冷接種疫苗。（照片

由 Yonatan Sindel, FLASH90提供） 

 

以色列宣布有 140萬劑疫苗將於七月底過期，為預留施打第

二劑的時間，總理班奈特期盼在 7 月 9 號前給 30 萬名孩童

施打。 

 

根據電視新聞台「12頻道」（Channel 12）星期三晚上報導，

為避免疫苗浪費，以色列也正與英國協商，提供數百萬劑輝

瑞疫苗給英國，以換取英國可以把過一段時間之後將收到的

輝瑞新疫苗給以色列。 

 

以色列先前向輝瑞訂購幾百萬劑疫苗，並是首批疫苗到貨的

國家之一，實際成交金額未公開。儘管現在仍有幾百萬劑尚

未使用，前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已於四月訂

購 1千 8百萬劑，以備日後加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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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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下 7:12-15 

夜間耶和華向所羅門顯現，對他說：「我已聽了你的禱告，

也選擇這地方作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閉塞不下雨，或

使蝗蟲吃這地的出產，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這稱為我名

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我必睜眼

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詩篇 91:1-6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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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以色列禱告求平安，求主使這一波的疫情快快被控制下來；

求聖靈在以色列宗教人士禱告時，彰顯大能並啟示耶穌是主！ 

  



 

埃及拉高調停官員層級， 

續推加薩會談盼突破 

 

著眼於班奈特華府之行，埃及拉高調停官員層級，續

推加薩會談，盼能出現新突破 

 

埃及努力加強外交工作，希望搏得美國華府青睞，因此指派

一名更資深官員加入開羅團隊，負責主持以色列和哈馬斯會

談。 

 

 
2021 年 5 月 20 日，埃及外交部長蘇克里 (Sameh Shoukry)（右）在

開羅外交部會見巴勒斯坦法塔官員阿馬德 (Azzam al-Ahmad)。（美聯

社照片/ Nariman El-Mofty） 

 



 

就《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 的瞭解，自從 5 月底

猶太國家與加薩恐怖組織結束為期 11 天的衝突後，開羅為

了討好華府正加速推動外交工作，並在居間協調以色列與哈

馬斯會談的埃及團隊中，又安排一名更資深的官員加入。 

 

資深調停老將哈勒克 (Ahmad Abd al-Khalek) 的上司納茲米 

(Amr Nazmi) 也加入這次調停的行列。這表示開羅想要盡最

大努力，在加薩這個動蕩不安的飛地達成長期停火協議。 

 

這兩名調停人都是埃及的情報官員，哈勒克多年來負責調停

談判事務，但納茲米的位階要高於哈勒克。不過，只要以色

列仍深陷在這兩年來臨時政府與舉行四次大選的政治危機

中，這些外交努力就會有其侷限。 

 

根據《以色列時報》的瞭解，納茲米加入團隊的主因，是因

為埃及希望為以色列總理班奈特 (Naftali Bennett) 即將出訪

華府做好準備。埃及外交官和外交部正密切關注，美國總統

拜登在本周稍早前會見以色列總統里夫林 (Reuven Rivlin)；

他們也留意到，拜登邀請班奈特「盡早」訪問華府。 

 

在班奈特首次以總理身分出訪美國前，埃及希望能夠在會談

中取得一些成果，以贏得拜登新政府的認可。這樣的成果可

以是由以色列釋放一定人數的巴勒斯坦囚犯，以交換被哈馬

斯囚禁的以色列平民和國防軍士兵屍體，以色列的數字將遠

低於加薩統治者要求的數字。埃及將尋求更多外交突破，同

時向拜登政府強調，埃及非常積極參與協調，並承諾將達成

某項解決方案。 



 

近年來，華府和開羅的關係都要透過耶路撒冷。以色列前總

理納坦雅胡曾經告訴記者，埃及人正試著透過以色列夥伴的

協助，在華府取得更有利的位置。埃及清楚知道美國前總統

川普與納坦雅胡之間的友好關係，並將以色列領袖與美國的

密切來往，視為埃及通往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管道。 

 

 
2021 年 6 月 29 日，以色列總統里夫林（左）和美國總統拜登在華

府白宮。（海姆扎克/ GPO） 

 

目前的情況似乎類似。美國的新總統拜登熱情擁抱以色列新

領導階層，卻一直與納坦雅胡保持距離。當以色列的政治危

機因 3 月份的第四度大選而惡化時，拜登選擇召見里夫林，

來一場告別之旅。 

 

當以色列總統的華府行計劃還在進行時，以色列新政府就已

宣誓就職。而且拜登告訴里夫林，他希望班奈特盡快成為他

的座上賓。埃及仔細留意這樣的事態發展。 



 

中東地區的主要競爭者—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

都知道美國政府面臨的迫切問題，包括美國可能重新加入伊

朗的核協議，而且由於伊朗強硬派萊希 (Ebrahim Raisi) 將在

8 月 3 日接任伊朗總統，因此重新加入協議的會談時間表變

得相當緊湊。沙烏地阿拉伯在華府的地位搖搖欲墜，土耳其

的情況複雜，但埃及人不想要回到歐巴馬時代，因此急欲尋

求與拜登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他們希望獲得認可。 

 

埃及領導階層認為，華府已向以色列新任年輕總理和其立場

多元的聯合內閣成員敞開大門，其中也包括左派政黨和伊斯

蘭阿拉伯聯合黨 (Ra'am)。 

 

 
2021 年 5 月 31 日，當哈馬斯領袖在加薩市會見埃及情報局長卡梅

爾 (Abbas Kamel)，一名哈馬斯警察就走在埃及總統塞西 (Abdel Fattah 

el-Sissi) 的大型肖像前。（Adel Hana/美聯社） 

 



 

雖然埃及總統塞西已有一年多沒有與納坦雅胡通過電話，甚

至在納坦雅胡與甘茨領導第 35 屆短命政府的七個月期間

也沒有。本週稍早，班奈特與塞西總統之間的談話非常正面

積極。以色列外交部長拉皮德 (Yair Lapid) 也和埃及外交部

長蘇克里 (Sameh Shoukry) 打了第一通電話，埃及表示，所

有這些對話都非常正面而且具有建設性。 

 

這也是納茲米 (Amr Nazmi) 加入埃及團隊的原因，希望加快

談判腳步。 

 

以色列方面，國家安全委員會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官

員尼姆羅德．蓋茲 (Nimrod Gez)，以及負責釋放以色列被囚

人犯的總談判代表亞倫．布魯姆 (Yaron Blum) 最近都來到開

羅，還有以色列安全小組的其他成員也都加入會談。 

 

對以色列來說，重要的問題是以色列平民希沙姆．賽義德 

(Hisham al-Sayed) 和阿維拉．門格斯圖 (Avera Mengistu) 被

囚禁在加薩，以及兩名以色列士兵哈達爾．戈爾丁 (Hadar 

Goldin) 和奧隆．紹爾 (Oron Shaul) 的屍體，他們在 2014 年

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戰爭中喪生。以色列堅持認為，除非

他們都返回以色列，否則協議不會有任何進展。 

 



 

 
左上順時針起：奧隆．紹爾、阿維拉．門格斯圖、哈達爾．戈爾丁和

希沙姆．賽義德。（Flash 90/授權使用） 

 

同時，埃及希望在班奈特出訪華府前，能夠獲得外交突破。 

 

在開羅舉行的最近一輪協商談判中，埃及的焦點是著重在以

色列總理出訪華府的確切時間表等初步資訊。目的是希望在

班奈特進入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時，能夠對以埃之間的合作表

達正面積極的態度，甚至是讚許埃及的作為。 

 

埃及希望屆時能夠達成某種框架協議，並確定釋放巴勒斯坦

囚犯的人數，作為可能的換囚協議一部分，同時也削減哈馬

斯不切實際的人數。此外，埃及和以色列也必須設法讓美國

瞭解，這樣的舉動不會進一步減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

巴斯 (Mahmoud Abbas) 的公信力，也不會在政治上增加哈

馬斯的士氣。 

 



 

在埃及看來，不論誰擔任以色列總理或美國總統，通往華府

之路都需要經過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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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歌羅西書 1:20 

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萬

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和好了。 

 

馬太福音 5:9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不論埃及的最後目的為何？我們禱告弟兄和睦同居的祝福，

最終必要臨到在以巴雙方！也如同第一次的以巴協談達成

的奧斯陸協議一般，以巴都能更深入瞭解雙方的痛苦，建立

特別的友誼情感，有出人意外的平安在當中，更要禱告以色

列的神賜下啟示，使以巴雙方都有更多人民聽聞福音、相信

耶穌並得著真平安！ 

  



 

貝都因人國會議員爭取社區權益 

 

貝都因人房子遭拆除的數量創新高，阿拉伯聯合黨的薩依德．

哈魯米在成為聯合內閣成員後，希望能限制這類拆除行動，

並指出 8 個貝都因城鎮就地合法只是第一步。 

 

 
2021 年 6 月 28 日，國會議員薩依德．哈魯米週一在耶路撒冷國會

辦公室裡接受訪問時停頓片刻。(美聯社照片/ Maya Alleruzzo） 

 

 

美聯社報導，薩依德．哈魯米 (Said al-Harumi) 表示，他的親

戚和鄰居接到通知，他們的房子將要被以色列政府拆除。就

在幾星期前，他所屬的阿拉伯政黨才創造以色列歷史，加入

了聯合內閣的執政團隊。 

 



 

這突顯阿拉伯聯合黨 (Ra’am) 面臨的挑戰。阿拉伯聯合黨雖

然是伊斯蘭主義的小黨，但在以色列組成脆弱新政府時卻扮

演關鍵角色，現在希望能夠保障阿拉伯少數族裔的權益，包

括以色列南部貧窮的貝都因社區。 

 

49 歲的哈魯米來自內蓋夫沙漠 (Negev Desert) 裡貝都因人

的主要居住地，在那裡有好幾萬人居住在不被以色列政府承

認的村莊，這些村莊基本上欠缺基本服務，而且建造的這些

房屋和其他建物都沒有合法執照，因此面臨被以色列政府拆

除的命運。 

 

近年來，以色列政府一直想要讓貝都因人搬遷到建造好的城

鎮，國家表示希望為他們提供現代化服務，並改善他們的生

活品質。貝都因人認為此舉是要將他們逐出先祖居住的土地，

破壞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限制他們只能住在貧窮、犯罪猖

獗的社區中。 

 

以色列計劃在貝都因人遭驅逐的土地上，建造迎合猶太人需

要的新社區。這讓許多人擔心，以色列正在約旦河西岸進行

屯墾區活動，目的是取代貝都因人，改變該地區的人口結構。 

 

哈魯米花了幾年時間與政府談判，希望承認一些貝都因人村

莊，但他表示，這樣的努力在總理納坦雅胡執政的 12年期間

屢屢遭到阻撓，當時是由右翼政黨主導這個國家及其官僚體

系。 

 



 

 
這張於 2015 年 8 月 27 日拍攝的檔案照片，兩名貝都因婦女在抗

議以色列計畫將他們遷離南部內蓋夫沙漠的烏姆艾希蘭 (Umm Al-

Hiran) 村莊後，行走在山頂上。（美聯社照片/ Ariel Schalit，檔案照片） 

 

內蓋夫公民平等共享論壇 (Negev Coexistence Forum for Civil 

Equality)是一個密切追蹤當地房舍拆遷情況的人權組織。這

個組織表示，當以色列去年在對抗新冠疫情時，房舍拆遷數

量卻從 2013 年的 697 件飆升到去年的 2,586 件。 

 

哈魯米表示：「在納坦雅胡開始執政後，房舍拆除數量卻增

加了 10 倍。只有處在戰爭狀態的國家才會在內蓋夫地區拆

除如此多的房舍。」 

 

他表示就在以色列國會通過組閣案，新政府在 6 月 13 日

宣誓就職的前幾週，他自己的親人就收到拆除令。他表示，

出於「個人因素」他棄權投票，但他所屬的政黨在 60票對 59 

票的投票中佔有決定性影響。 



 

哈魯米表示，新政府最終可望承認八個貝都因村莊，讓他們

免於遭受拆除的威脅，並為他們提供基本服務。 

 

他說道：「極右派人士知道這八個村莊會獲得承認，甚至可

能有新進展，為這些村民提供解決方案，他們不希望這樣的

事發生。於是他們在兩個星期內發出數百道拆除命令，而且

發起媒體宣傳活動，希望打擊我。」 

 

現在阿拉伯聯合黨創造了歷史，成為第一個加入內閣執政團

隊的阿拉伯政黨。哈魯米希望繼續談判並與其他政黨合作，

共同改善以色列南部的生活條件。 

 

 
在這張 2011 年 10 月 12 日拍攝的檔案照片中，一名以色列貝都因

人在以色列南部城市別是巴 (Beersheba) 附近的村莊內喝咖啡。（美

聯社照片/ Dan Balilty，檔案照片） 

 



 

他表示：「我希望內蓋夫的阿拉伯裔貝都因人能選擇他們要

的生活方式。那些貝都因人希望過著傳統的農耕生活，政府

應該給他們機會在自己土地上過這樣的生活。這會有什麼困

難？」 

 

雷加維姆 (Regavim) 自稱是致力於實現「猶太復國主義願景」

的右派團體，他們表示貝都因人不能指望政府，為「非法土

地占用者」在未經中央規劃建造的營地內提供服務。 

 

這個團體的國際部主任娜歐蜜．坎恩 (Naomi Kahn) 表示：

「以色列國如果要為他們提供生活在現代西方社會的所有

好處，唯一的辦法是運用一些方法讓這些人聚集。你不能期

待國家為你提供所有服務，又拒絕遵守國家的任何規定。」 

 

阿拉伯聯合黨還希望運用政治影響力，協助以色列「非貝都

因人」的阿拉伯裔少數民族獲得更大筆的住宅、基礎設施和

執法預算，同時抵制或撤銷歧視性立法。 

 

包括貝都因人在內的阿拉伯裔社區佔以色列 20%的人口。他

們擁有以色列公民身份，且有投票權，但卻面臨普遍的歧視。

他們與約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區的巴勒斯坦人有著密切的家

族關係，而且基本上認同巴勒斯坦人的理念，因此讓許多以

色列人對他們抱持懷疑的態度。 



 

 

 
2021 年 6 月 28 日，國會議員薩依德．哈魯米週一在耶路撒冷的以

色列國會走廊上用手機講電話。（美聯社照片/ Maya Alleruzzo） 

 

哈魯米對他政黨面臨的挑戰不抱任何幻想。這個聯合內閣囊

括不同政治立場的八個政黨。以色列在不到兩年內舉行四次

大選，為了避免再次選舉，三個右翼政黨出於無奈，聯合將

納坦雅胡趕下台。 

 

哈魯米表示：「這是一個政治實驗。我們能不能夠影響政府

來造福社會，並充分運用現有的政治條件？還是我們什麼都

不做？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什麼都不管，說我不想涉入，然後

我們又舉行大選，也許右派又回來執政，我們又得重新面對

納坦雅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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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歷代志上 22:12 

但願耶和華賜你聰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國，遵行耶和華─你

神的律法。 

 

箴言 2:6 

因為，耶和華賜人智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馬可福音 9:50 

鹽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麼叫他再鹹呢？你們裡頭應

當有鹽，彼此和睦。 

 

求主幫助以色列的新政府內閣有智慧，能幫助境內眾多的貝

都因人融入以色列的社會和制度，讓內閣首長們有聖靈的膏

抹來治理，也有從主而來的平安和睦在與各族群相處中！ 

  



 

以色列首次，在埃及邊境部署 

女性坦克操作員 

 

「從下個月開始，男女組成的卡拉卡爾戰鬥營中，一支全是

女性的梅卡瓦主力坦克第四連隊，將會派駐到前線保衛邊

境」，指揮官表示。 

 

 
2013年 1月 1日，以色列國防軍女性坦克教官在演習中示範。（澤葳）

馬爾莫爾斯坦 Zev Marmorstein 上尉/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單位） 

 

「下個月在內蓋夫西部的雅孔．拉維夫基地，由一支全是女

性坦克操作員的連隊將在埃及邊境駐紮，這是以色列軍隊歷

史上的創舉，這是現行試點計劃的一部分，用以評估以色列

女性裝甲車組的可行性」，以色列國防軍軍官週三表示。 

 



 

女性坦克車小組目前在內蓋夫沙漠的以軍希扎豐基地完成

受訓，這裡是軍隊裝甲兵學校的所在地。短暫休息後，他們

將被派去男女混合的卡拉卡爾營指揮中心，而卡拉卡爾營則

是負責保衛以色列與埃及的北部邊界。 

 

根據卡拉卡爾營指揮官埃雷斯．沙布泰（Erez Shabtai）中校

表示，這不僅是以色列國防軍首次積極部署女性坦克操作員，

這也將使他的步兵部隊成為以軍第一個直接控制坦克的步

兵部隊。 

 

「這非常重要，大家都會注意我們」，指揮官沙布泰一邊沿

著埃及邊境開車的同時，告訴《以色列時報》。 

 

 

在 2017年到 2018年的初步試驗被認為沒有結果後，去年軍

方啟動了一項新的試點計劃，考慮讓女性在坦克部隊服役。 

 

參加試驗的士兵與其他部隊一起完成基本訓練後，會被派往

沙漠深處的希扎豐基地，並且學習如何操作和使用坦克作戰。 

 

以色列國防軍官員：「他們按原定計劃很快就會完成這次訓

練，在幾天後，他們將被派往卡拉卡爾營，便會開始在邊境

進行全面地積極部署。」 

 



 

 
以拉他以北的以色列和埃及邊界的部分圍欄。（Idobi，CC BY-SA 3.0維

基共享資源） 

 

沙布泰說：「裝甲連最初將由一名步兵軍官領導，而這名軍

官接受訓練『轉變』為坦克指揮官來訓練領導。 」 

 

比起軍方其他部門，這裡有個重大變化，坦克連隊指揮官將

直接向卡拉卡爾營的上級負責。在以色列國防軍的其他地方，

裝甲部隊和步兵部隊通常一起服役，但兩者分別各有不同的

等級結構。不過，在這裡的情況並非如此。 

 

「我們將成為以色列國防軍的第一個多元部隊」，沙布泰說。 

 

他說：「這支裝甲部隊將操作梅卡瓦主力坦克第四連隊，並

且配備軍方必備的所有最新型技術系統。」 

 

「他們正成為適合的坦克車」，沙布泰說。 



 

全是女性的坦克連隊組成以前，沙布泰負責許多準備作業，

但是他不會親自指揮這個部隊，因為他就要結束了他的任期，

他已經擔任將近兩年的中校，他將接任邊防兵訓練基地司令。 

 

卡拉卡爾營是以軍邊防部隊當中四個男女步兵部隊之一，負

責保衛以色列與約旦和埃及的邊界。儘管以色列與安曼、開

羅之間有和平條約，但這些邊境地區經常發生走私事件還有

恐攻，尤其是沿著西奈半島的邊界，那裡是伊斯蘭國恐怖組

織分支的所在地，儘管規模小但有組織且被稱為「伊斯蘭國

西奈省」。 

 

 
2017 年 3 月底，訓練卡拉卡爾營的男女士兵打擊伊斯蘭國對以色列

南部的攻擊。（以色列國防軍） 

 

為了釋放曾經在這些邊界服役的重型步兵部隊，包括傘軍旅、

吉瓦提步軍旅、戈蘭軍旅、幼獅軍旅和納哈爾軍旅。 



 

近年來，以色列國防軍將這些軍旅與卡拉卡爾營、獵豹營、

約旦河谷獅隊和山谷獅隊邊防輕步兵部隊進行交換。 

 

與重型步兵旅不同，這些男女混合的營不被視為「機動部隊」，

這代表著這個部隊不是為了深入敵方領土所設置的，而是主

要留在以色列境內，並且設置在相對靠近敵方的基地。這也

代表著在這些部隊服役的士兵不需要符合與重型步兵旅士

兵相同的身體要求，而重型步兵旅士兵必須能夠長距離攜帶

重型裝備，而男性在身體一般而言比女性更加適合。 

 

對於女性戰場服役的批評者常常指出，較低的標準是軍隊性

別整合危險的證據，而支持者則認為這些基準本身不重要，

而是基於作戰的需要。 

 

官方認定，2017 到 2018年以色列國防軍的全女性裝甲操作

員試行計劃相當成功，但軍方內部卻視為當中存在嚴重的缺

陷，其中包含未能考慮到操作坦克所將涉及的各個方面。 

 

軍方在初步試行後停止了裝甲部隊的整合，但在向高等法院

提出多次請願後，在去年 1月時，同意重新啟動。 

 



 

 
以色列國防軍裝甲部隊蓋伊．哈森（Guy Hasson）上將（中）與陸軍

首批女坦克指揮官合影，她們於 2018年 6月 28日畢業。（以色列國

防軍） 

 

在這個階段，軍方只考慮對坦克車的人員進行性別隔離，其

中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操作員必須去洗手間，

在坦克的密閉空間內解決其他生理問題。 

 

對於軍隊中男女混合的批評者時常譴責，這是一項危險的社

會實驗，可能會對國家安全產生潛在的影響；而捍衛者一般

會吹捧為一項長期需要的措施，這個措施已經在許多西方國

家實施。 

 

批評的人指出，對於女性士兵的要求已經降低，他們說這也

意味著犧牲掉了效率，而且女性士兵有著更高的機率需要去

承受壓力的危害。 

 



 

軍方堅稱，這是出於實際的考量，而非社會議題，所以才讓

更多女性擔任戰場上的職務，而軍隊需要所有可以擔當的這

樣人力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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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和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31:22 

背道的民（原文是女子）哪，你反來覆去要到幾時呢？耶和

華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護衛男子。 

 

雖然想像起來，女性的溫柔很難跟坦克車連結在一起，但是

什麼是溫柔呢？一個能捍衛國家的女性母親角色和形像最

溫柔，讓我們為這個特別的軍旅禱告有恩典有平安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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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