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巴勒斯坦聖戰組織使用童兵禱告 

 

以色列 NGO促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對哈馬斯和巴勒

斯坦聖戰組織使用童兵展開調查 

 

《耶路撒冷郵報》的報導指出，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

戰組織為招募童兵舉辦「訓練營」，隨後非政府組織就對聯

合國發出呼籲。 

 

在《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 的報導後，總部設

在以色列的非政府組織「國際法律論壇」(International Legal 

Forum，ILF) 呼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調查巴勒斯坦

孩童在加薩接受童兵訓練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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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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7 月 27 日，在加薩走廊南部的拉法 (Rafah)，年輕的巴勒

斯坦人在哈馬斯夏令營進行軍事化訓練。（圖片來源：路透社） 

 

報導中提到，加薩的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

斯蘭聖戰組織 (PIJ) 正在訓練並招募孩童，這個由全球 40 多

個國家的 3,000 多名律師和社運人士組成的非政府組織網絡，

隨後發表聲明，對此事表達「嚴重關切」。 

 

「國際法律論壇」主任阿爾森．奧斯特羅夫斯基  (Arsen 

Ostrovsky) 對《華盛頓郵報》表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一直

未能在這個問題上採取行動，這個「以保護及捍衛兒童權利

為主要使命的基金會卻泯滅良心，怠忽職守」。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哈馬斯在 6月底宣布舉辦年度

夏令營，將在夏令營中訓練孩童拿起武器。 

 



 

根據《華盛頓郵報》分析師賽斯．弗朗茨曼 (Seth J. Frantzman) 

的報導，這個恐怖組織表示，青少年需要隨時做好「犧牲」

準備，這種語言似乎在形容招募新血是要預備他們被殺。哈

馬斯成員在發表談話時提到，夏令營內容包括灌輸宗教教義

和「安全」訓練。 

 

哈馬斯發布一段英文影片，解釋他們有意「預備青少年」，

稱夏令營為「訓練營」，並以「聖城之劍 (Sword of al-Quds)」

（或耶路撒冷之劍）來為夏令營命名。這個名稱是他們用來

指 5 月份為期 11 天的哈馬斯與以色列衝突，以色列國防

軍稱這次衝突為「圍牆守護者行動」(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 

 

根據《華盛頓郵報》記者哈立德．阿布．托爾梅 (Khaled Abu 

Toameh ) 的報導，大約有 50,000 名兒童登記參加這個夏令

營。 

 

梅爾艾密特恐怖主義情報中心  (Meir Amit Intelligence 

Terrorism Information Center) 發表的報告指出，在加薩衝突

中每次遇害的巴勒斯坦孩童至少有一名是哈馬斯成員。這點

尤其值得注意，因為《紐約時報》以整個頭版篇幅報導每位

在加薩衝突中喪生的孩童照片，引發外界極大關注。 

 

聯合國機構中負責兒童人道工作與發展援助的「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UNICEF) 表示，招募童兵違反國際人道法。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網站上提到：「成千上萬的孩童接受

招募並參與世界各地的武裝衝突。一般人稱這些男孩和女孩

為『童兵』(Child Soldiers)，他們遭受各種形式的剝削與虐待，

絕不是這個稱號所能完全涵蓋。」 

 

網站上也寫道：「交戰各方不僅讓孩童成為戰士，還讓他們

擔任偵察、廚師、搬運工、警衛和傳令等工作。許多人也遭

受性別暴力，尤其是女孩。」 

 

這個網站上解釋：「孩童出於各種原因成為武裝部隊或團體

的一員。有些人是被武裝分子綁架、威嚇、脅迫或操控。其

他人則是出於貧窮，被迫為家人賺取收入，還有一些人是為

了生存或保護自己社區。不論孩童涉入的情況如何，這些武

裝部隊招募並利用這些孩童，就是嚴重違反兒童權利和國際

人道法。」 

 

「國際法律論壇」(International Legal Forum，ILF) 發表一份

聲明，其中包括一系列訓練營照片，顯示孩童是接受巴勒斯

坦伊斯蘭聖戰組織 (PIJ) 和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軍事訓練」。 

 

網站聲明中寫道：「根據《羅馬規約》(Rome Statute)第 2(b)(xxvi) 

條和《關於兒童捲入武裝衝突問題之兒童權利公約任擇議定

書》(Optional Protocol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on the involvement of children in armed conflict) 其中載

明的國際習慣法和條約法，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

織這樣做是犯下了戰爭罪。」 

 



 

值得一提的是援引的《羅馬規約》，因為在這個管轄權下，

國際刑事法院 (ICC) 就以色列和哈馬斯在 2014 年「保衛邊

界軍事行動」 (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的衝突，展開對兩

國的戰爭罪調查。 

 

根據國際法律論壇的提倡人拉塞爾．沙列夫 (Russell Shalev) 

表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 作為致力於保護和捍衛

兒童權利的組織，應該毫不猶豫地立即採取行動，防止這種

昧於良心的暴行以及虐待孩童情事繼續在加薩發生，同時要

求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要

為這些可怕的罪行負責。」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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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 10:14-16 

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

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

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抱着

小孩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詩篇 18:26 

清潔的人，你以清潔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彎曲待他。 

 

箴言 20:11 

孩童的動作是清潔，是正直，都顯明他的本性。 

 

這真是叫人心痛的狀況！求主保護巴勒斯坦的兒童們，使他

們與其他的正常孩子們一樣有喜樂健康的童年，彎曲的人，

祢以彎曲待他，求主破壞阻止這些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對孩童

們這樣的傷害和扭曲，也求主幫助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興

起義人，以國際力量來幫助這些巴勒斯坦的孩子們！ 

  



 

以色列最高法院駁回廢除 

《民族國家法》的請願 

 

法官裁定猶太民族國家法與以色列的民主的本質不相牴觸，

駁回了這個干預基本法的請願。 

 

 
2020年 12月 22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長以斯帖．哈尤特（Esther Hayut）

與其他大法官抵達位於耶路撒冷的最高法院，聽審反對《猶太民族國

家法》的請願。（圖／擷取 Yonatan Sindel/Flash90） 

 

以色列最高法院週四（7/8）駁回一系列關於 2018年具有爭

議的《民族國家法》的請願，該法律認定以色列為猶太國家，

被認為是歧視少數族群。 

 

由 11 個司法小組審理裁定該法律並不牴觸以色列的民主本

質，可以成為一部具有準憲法性質的基本法。 



 

最高法院解釋該法律「是我們正在形成的憲法中一部章節，

其目的是為了定準猶太國家的國家身份認同，同時不減損其

他基本法和憲法原則所涵蓋的國家民主價值。」 

 

其中十位大法官寫道：「平等原則如果也明確地納入基本法

會更好，不過它的遺漏始終不會降低作為我們國家法治基本

原則的地位和重要性。」 

 

根據這項裁定，最高法院駁回 15 份來自不同團體和個人提

交的請願書，關於以色列國會立法通過該法案提出的質疑，

其中包括左翼政黨梅雷茲黨（Meretz）、左翼政黨聯盟 - 共

同名單（the Joint List）、遊說團體阿拉達（Adalah）、以色

列公民權利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Civil Rights in Israel）以

及巴蓋蓋比耶（Baqa al-Gharbiyye）市長 - 穆爾西·阿布·莫赫

律師（Morsi Abu Moch）。 

 

《民族國家法》通過成為一部「基本法」，為意旨將來成為

憲法基礎的立法保障，該法案將以色列奠定為「猶太人的民

族家園」 

 

不過反對者認為該法案違反了以色列法律制度的基礎、《以

色列獨立宣言》並且加重以色列公民的不平等。 

 

唯一提出不同意見的大法官—喬治．卡拉（George Kara）寫

到《民族國家法》的部分內容是「否認民主國家的核心價值

以及衝擊憲法制定結構的門檻」，使得該法無法律效力。 

 



 

 
2020年 12月 22日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長以斯帖．哈尤特（Esther Hayut）

出席在耶路撒冷最高法院的聽證會（圖／擷取 Yonatan Sindel/Flash90） 

 

卡拉大法官補充說明，該法案破壞以色列作為猶太和民主國

家的平衡，只會「加劇侵害對阿拉伯裔和德魯茲公民的平等

原則。」 

 

不過在主流意見中，法官寫道關於不平等的問題可以藉由

「立法持續作解釋」來解決，而這個方式不會抵觸現行法律，

也不會侵犯所有公民的平等權利。 

 

以色列最高法院去年 12月宣布關於廢除《民族國家法》的請

願判決時，引起軒然大波。最高法院還未曾推翻過基本法。

以色列國會發言人亞里夫．列文（Yariv Levin）曾揚言要對抗

最高法院，如果該立法宣告無效。 

 



 

在去年 12月與請願者舉行的聽證會上，大法官對於《民族國

家法》是否為不公正的論述主張，持懷疑態度。他們嘗試引

導請願者思考是否有法律依據來推翻這部基本法。 

 

然而，這項判決指出，大法官認為該法案能夠依法納入未來

的憲法，因此認爲沒有必要再探究最高法院是否有權干預基

本法內容的棘手問題。 

 

以色列內政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是 2018

年《民族國家法》的立法者和倡議者，並在以色列國會立法

通過時，擔任司法部長，她質疑最高法院對於該法案的判決

權。 

 

她說：「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很明確的」，不過她補充說：「關

於進行取消基本法資格的問題，最高法院完全沒有判決權。」 

 

 
2021年 7月 5日以色列內政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

在以色列國會舉行的聯合右翼黨會議上發言。（圖/擷取 Olivier 

Fitoussi/Flash90） 



 

以色列司法部長吉德恩·薩爾（Gideon Sa’ar）對這項判決表示

歡呼，認為該法「將保障以色列作為猶太民族國家的猶太本

質和特色」，並且「不會侵犯任何以色列公民的個人權利。」 

 

然而，左翼政黨聯盟―共同名單（Joint List）主席艾曼．歐迪

（Ayman Odeh）抨擊最高法院的判決是「種族主義和反民主

的。」 

 

他於推特發文表示「今天『猶太至上法』獲得最高法院的認

可。但這是我們的國家，任何判決都不會改變這件事情。」

他說「為了實現真正的正義和民主，將會持續為以色列所有

公民爭取平等權利。」 

 

 
2019 年 8 月 22 日左翼政黨聯盟―共同名單（Joint List）的國會議員

卡西夫（Ofer Cassif）出席於耶路撒冷的最高法院。 

 



 

左翼政黨聯盟―共同名單 （Joint List） 的國會議員卡西夫

（Ofer Cassif）譴責最高法院的判決為使種族主義法合法化。

他在推特上發文表示：「那些立法者將會被歷史的法庭審判，

我們希望他們將會前往海牙。」國際刑事法院就位於荷蘭的

海牙。 

 

阿達拉（Adalah）為以色列著名的阿拉伯人權組織和法律中

心，聲援 15份反對該法案請願書其中的一份，指控最高法院

拒絕「保護巴勒斯坦人，這是自從二戰和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垮台以來，世界上最具種族主義的歧視法。」 

 

亞伯拉罕倡議組織（The Abraham Initiatives）為一間非營利組

織，致力於促進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關係，呼籲以色列

國會廢除該法。 

 

 
2018 年 8 月 4 日抗議者於特拉維夫的拉賓廣場揮舞以色列和德魯茲

旗幟示威抗議《民族國家法》。（圖/擷取 Luke Tress / Times of Israel staff） 



 

他們說：「這項判決不會改變《民族國家法》具有種族主義

和歧視的本質，這使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確立為二等公

民。」 

 

以色列工黨的國會議員吉拉德．卡里夫（Gilad Kariv），為以

色列國會憲法、法律和司法委員會的負責人，他表示最高法

院的判決並未利用法律進行歧視。 

 

他在推特發文表示：「以色列最高法院沒有廢除《民族國家

法》是正確的，也明確指出該法不能證明違反了民主的價值。」

「這是以色列國會的職責明確保障平等的價值，以及承認以

色列也是非猶太裔公民的家園。這正是我們將要嘗試做的事

情。」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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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創世記 15: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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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更深明白以巴雙方歷史上的愛恨情仇時，我們好像真

是只能為他們的得救禱告，唯有透過十字架、真理、愛和饒

恕能解決以巴雙方的土地、公民權力和平等的問題，讓我們

更深地為這兩造之間的傷痕仰望神的憐憫和慈愛！ 

  



 

希伯來文「以色列的盼望」的意義 

 

 

 

滿心期盼的等待 

 

「盼望」的希伯來文是 mikveh（ִמְקֶוה ），字根是 KVH（קוה），

意思是「熱切地等待」。整本聖經的核心價值就是耐心等候

神的救恩。正如我們在詩篇第 27篇讀到的「當壯膽，堅固你

的心！我再說，要等候耶和華！」（詩篇 27:14）。這也呼應

到聖經中另一個主題就是Mikveh Yisrael（以色列的盼望），

我們能在耶利米書上看見這個主題。 

 

  



 

活水的盼望 

 

希伯來文 mikveh也有「水池」的意思，正如神起初創造天地

時，「神稱水（mikveh mayim）的聚處為海（創世記 1:10）。

這裡清楚的表明了水和盼望之間的關聯。水是地球上最豐富

的資源，也是所有生命組成的主要成分。「神」為世上所有

生命的源頭，祂既給予我們所需那源源不絕的泉源，也同時

接納並乘載我們內心最深的盼望。 

 

找到生命的活水 

 

在這動盪不安的年代，我們應該都能因著「正在等候『以色

列的盼望』的諸多應許。」感到安慰。在聖經的最後章節，

神給了我們永生的確據：「生命的泉源」，這是祂賜給所有

人的禮物，啟示錄 22:17 也提到「口渴的人也當來」，只要

你願意，都可以取這生命的活水喝。而查考希伯來文原文聖

經也能找到生命中的活水。 

 

文章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耶路撒冷西牆發現第二聖殿時期的

豪華建築 

這座位於西牆附近的建築據推估約建於公元 20或 30年左右，

距聖殿被羅馬人摧毀僅幾十年之久。 

 

 
這座擁有 2000 年歷史的宏偉建築遺跡，最近被挖掘出來並將向公眾

開放（圖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THE JERUSALEM POST） 

 

在公元一世紀，就在聖殿被羅馬人摧毀的幾十年前，耶路撒

冷是一座蓬勃發展的城市，熙熙攘攘，當時建築物也如雨後

春筍，不斷被建造起來。 

 

以色列文物局和西牆遺產基金會（the Western Wall Heritage 

Foundation）週四（7/8）宣布，最近發現的了一座宏偉建築，

未來將向遊客展示約 2,000 年前在此的忙碌生活，該建築很

快就會成為西牆隧道觀光行程的一部分。 



 

考古學家發現這座建於約公元 20至 30年左右的豪華建築，

在當時可能是用來歡迎前往聖殿山的政要和精英分子。 

 

「毫無疑問的這是在耶路撒冷聖殿山城牆外發現第二聖殿

時期最宏偉的公共建築之一。」以色列文物局（IAA）此次挖

掘行動的主要負責人，什洛米特．韋克斯勒-布多拉赫（Shlomit 

Weksler-Bdolach）博士說。 

 

該結構包含兩個氣勢宏偉的房間，裝飾著精美的、從牆上凸

出來的科林斯式大寫字母，兩個房間被另一個有豪華自來水

噴泉的房間連接起來。 

 

韋克斯勒-布多拉赫博士說，這座建築位於從西邊通往聖殿山

的主幹道上。 

 

房內的四周都是木製沙發，訪客可以在那裡躺著休息、喝酒

和吃飯。 

 

「家具沒有保存下來，但我們仍然可以從牆上找到它們的印

記。」博士說。 

 

這座擁有 2000 年歷史的宏偉建築遺跡最近被挖掘出來，未

來將向公眾開放。（來源：YANIV BERMAN/以色列文物局） 

 

享用奢侈大餐時，側躺著邊吃飯是精英份子當時的生活習慣。

被邀請參與逾越節家宴的賓客也是以這種方式吃喝並慶祝

這得到自由的節日。 



 

該建築的一部分是在 19 世紀由一位英國考古學家查爾斯．

沃倫 (Charles Warren) 工作時首次發現的。他到達其中一個

房間的屋頂，從房內石雕上的一個洞鑽了進去。 

 

「這座建築完全被泥土填滿，然而僅透過發現牆壁最上面的

部分，他就明白這是一座凸出的建築。」韋克斯勒-布多拉赫

博士說。 

 

一個多世紀後，挖掘工作再次開始，近年來，這座建築被完

全揭開。 

 

「我們從上頭開始挖掘，終於到達地板後，並收集到當時的

陶器和硬幣，以及能使用放射性碳定年法測定年代的有機樣

品，這些都讓我們能更加了解這座建築是何時被建造的。」

韋克斯勒-布多拉赫博士說。 

 

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之間，隨著新建築的建立和舊

建築的擴建，有大量的建築物在耶路撒冷接連建起。 

 

「然而當時的猶太人並不知道這座城市很快就會被摧毀。」

韋克斯勒-布多拉赫博士說。 

 

這座建築經歷過重要的轉變。其中一個食堂被挖出來，變成

了一個約七公尺長的浸禮池（mikveh）。 

 

「食堂內漂亮的地板被拆除了，且有一堵牆被拆除。」博士

說。「這是我們在耶路撒冷發現的最大的浸禮池。」 



 

浸禮池的台階和浴缸在今天仍然可看見。當時朝聖者必須透

過自潔的儀式，讓自己在潔淨的狀態下進入聖殿，而這自潔

的儀式需要沈浸在浸禮池（mikveh）完成。 

 

 
這座擁有 2000 年歷史的宏偉建築遺跡最近被挖掘出來，即將向公眾

開放。（來源：YANIV BERMAN/以色列文物局） 

 

「我們在用於覆蓋水池的石膏中發現了公元 54-55 年的硬幣，

大約是在聖殿被毀前幾年。」韋克斯勒-布多拉赫博士說。 

 

在接下來的幾週內，這座新發現的建築將會被納入向公眾開

放的西牆隧道觀光行程中。 

 

「新增加的路線讓人們能更加了解被這複雜而重要的西牆

隧道，同時也更能發現這座宏偉建築的範圍之大。」以色列

文物局（IAA）建築師沙查爾．普尼（Shachar Puni）說。 



 

「這座建築為遊客創造了一條新的路線，穿過此建築物來到

威爾遜拱門下的寬闊樓群（拱門是通往聖殿山的橋樑之一），

威爾遜拱門和寬闊樓群也是由西牆遺產基金會和以色列文

物局共同挖掘的。」 

 

「在我們哀悼耶路撒冷聖殿的毀滅、並祈禱其修復的同時，

展示此第二聖殿時期宏偉建築遺跡真是令人興奮的消息。」

西牆遺產基金會主席末底改．索利．伊利亞夫（Mordechai Soli 

Eliav）說，他指的是耶路撒冷開始淪陷，始於公元 70年猶太

曆搭摸斯月（Tamuz）17 日至埃波月（Av）9 日近三週的時

間，換算成今年的時間，今年的 7 月 18 日即聖殿被毀的日

期。 

 

「這些房間是西牆隧道觀光新路線的一部分，遊客將在那裡

看到迷人的遺跡，更是他們第一次沿著第二聖殿時期遺蹟走

的完整路線。此外，這些遺跡也說明了從哈斯蒙尼王朝至羅

馬帝國時期，耶路撒冷猶太人生活的複雜性。」伊利亞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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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百農的原文意思 

 

 

 

安慰的村莊 

 

耶穌被趕出拿撒勒後，搬到了一個名叫迦百農的小漁村。希

伯來文 「Kfar Nahum」意思是「安慰的村莊」，這地名十分

傳神，因為耶穌在那裡行了他第一個醫治的神蹟。在耶穌公

開服事之後，迦百農猶如耶穌的服事總部，以至於福音書稱

這裡為「他自己的城」（馬太福音 9：1），但是究竟要在迦

百農的哪裡，才可以找到耶穌呢？ 

 

  



 

活動的核心地點 

 

耶穌當時活動的中心是在迦百農猶太會堂。一個猶太會堂，

希伯來語稱「beit knesset」，意思是「聚會所」。因為前往

耶路撒冷聖殿的路程遙遠，因此加利利的猶太人會在當地的

會堂裡聚集和祈禱。耶穌在此行了許多神蹟，包括治癒一個

被污鬼附著的人（馬可福音 1：21-8）。令人驚喜的消息是，

考古學家發現了發生這一切的建築物！ 

 

 

當然，猶太會堂不僅是人們聚集敬拜的地方，也是ㄧ個學校：

是教導猶太人妥拉（Torah），和聽像耶穌這樣有魅力的老師

講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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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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