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打算在以色列東部邊境建立基地 

 

陷入困境的約旦可能會鋌而走險，對魔鬼大開方便門，危及

自身和以色列的安全。 

 

 
伊朗的觸角愈來愈深入中東。但讓土耳其取而代之，情況真的會更好

嗎？（照片來源：EPA-EFE/ABEDIN TAHERKENAREH） 

202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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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為止，約旦王國 （Kingdom of Jordan）是與以色列擁

有最長邊境的穆斯林國家，但可能很快就會成為猶太國家的

最新威脅。 

 

約旦是一個缺少天然資源的沙漠王國，在歷經兩年新冠病毒

疫情後，再加上最近目睹的流產政變，顯示出這個國家的政

治動盪風險正急速升高。以色列正在密切注意，這個位於以

色列東部防線且最靠近以色列的鄰國，是否會成為下一個阿

拉伯失敗國家（Failed State）？  

 

約旦嚴重缺水的危機讓當地緊張局勢升高。就在幾天前，以

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決定賣水給約旦，提供來

自加利利海的 5,000 萬立方公尺用水，才解除這項危機。 

 

約旦政府正想辦法尋找財源，希望改善該國搖搖欲墜的經濟

情況，尤其考慮到這個王國對外舉債已經超過 400 億美元。

約旦是遜尼派穆斯林佔多數的國家，他們解決問題的辦法之

一，是向伊拉克和伊朗什葉派遊客敞開大門，但這種做法有

可能潛藏危險。 

 

約旦與什葉派的關係 

 

約旦國王向來對什葉派沒有太多耐心。整個王國沒有一座什

葉派清真寺。約旦情報部門持續密切留意王國內什葉派的動

向，以及當地遜尼派穆斯林轉為什葉派信仰的情況。 

 



 

約旦政府單位也禁止舉行任何與什葉派有關的宗教儀式，尤

其是哀悼什葉派聖人侯賽因（Hussain）殉難的阿舒拉節

（Ashura），這人是阿里．賓．阿比．塔里布（Ali ibn Abi Talib，

簡稱阿里）的兒子。什葉派神職人員曾舉報，約旦情報人員

闖入什葉派秘密舉行宗教儀式的公寓內。 

 

但就在兩週前，約旦政策風向開始轉變，約旦國王造訪什葉

派創始人阿里的哥哥加法爾．伊本．阿比．塔里布（Ja’far ibn 

Abi Talib）在卡拉克省（Karak）的陵墓，他也是先知穆罕默

德的堂弟；其它什葉派神職人員的墓園也位於當地，但約旦

王國從未對什葉派遊客開放過這些墓園。 

 

什葉派觀光旅遊成了約旦經濟問題的解方 

 

目前，對於是否要開放什葉派遊客到當地旅遊，在約旦媒體

和社群網路上引發正反兩方激烈的辯論。根據媒體報導，伊

朗向約旦提出建議，要在卡拉克省蓋機場，以迎接數千名什

葉派遊客。儘管約旦人對此表示憂心，但約旦國王的造訪就

表示，約旦已同意對什葉派遊客開放觀光。根據與國王關係

密切的消息人士稱，此舉將為國家帶來繁榮。 

 

政府正試圖達成一致的共識，但許多住在什葉派宗教勝地附

近的民眾，對於數百萬名什葉派遊客即將來到該地區，表達

「嚴重」關切（編按：這不是刻意的一語雙關；「Grave Concern」

中的「Grave」除了有「嚴重」之意，還用來指「墳墓」）。 

 



 

 
阿布杜拉國王在巴格達會見伊拉克總理和埃及總統，討論區域問題，

其中包括改善與伊朗的關係。 

 

伊朗會取而代之，還是促進繁榮？ 

 

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採取的其中一

項策略，就是一方面在阿拉伯各國傳播什葉派信仰，另一方

面在政治和財政上支持居住當地的什葉派份子，為的是招募

什葉派支持者發動政變。 

 

根據約旦消息來源的報導，許多人擔心，伊朗人為敘利亞和

中東地區的其他國家帶來動蕩不安，現在同樣也會發生在自

己國家。 

 



 

需要回顧伊朗近年來滲透敘利亞帶來的負面效應。伊朗透過

每個月的財務補助，並提供醫療照護與教育，利誘許多家庭

轉為什葉派信仰。 

 

敘利亞的貧窮人口很容易成為這項戰略下手的目標，許多敘

利亞人轉為採取什葉派的生活方式。伊朗透過建立教育網、

打造什葉派伊斯蘭中心、提供醫療照護計劃，甚至在假期期

間發放食物籃等做法，在敘利亞大部分地區打下穩固的基礎。 

 

預料對約旦造成的影響 

 

約旦也容易成為伊朗戰略下手的目標。伊朗透過建造重要設

施、捐款、賄賂約旦政客，以及發起親伊朗政權的什葉派運

動，他們很快就會在這個王國中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尤其是

以色列北部邊界上由伊朗武裝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民兵組

織，如果他們在約旦設立據點，可能會對以色列東部綿長的

邊界沿線帶來重大的安全問題。這樣的事態發展會威脅約旦

的穩定，引發區域衝突，並讓伊朗透過與反以色列份子合作，

在約旦攻城掠地，朝對抗以色列的終極目標又邁進一步。 

 

種種跡象顯示，約旦打算對什葉派開放邊境，希望放手一搏

挽救該國低迷的經濟情況。在歷史上這個王國因為擔憂伊朗

勢力的影響，向來積極防堵什葉派越過其邊界。因此這種開

放邊境的做法可能會對約旦王國，當然還有以色列國帶來極

大的危害。阿布杜拉國王在巴格達高峰會與伊拉克總理和埃

及總統會面，也是約旦打算與伊朗結盟的訊號。 



 

約旦簽署新黎凡特計劃（Levant Project）協議，代表他們未

來打算與伊朗合作。［編按：請留意後續有關這項重要發展

的文章］。 

 

以色列、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其他海灣國家都應該擔心，約旦

與這個什葉派國家改善關係。因為這表示伊朗進一步鞏固他

們在整個中東地區的勢力，而且與以色列和其他阿拉伯國家

的衝突勢必增加。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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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朋友加的傷痕出於忠誠；仇敵連連親嘴卻是多餘。 

 

詩篇 1:1-3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座位，惟

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

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所做的

盡都順利。 

 

撒母耳記下 22:3 

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

的角，是我的高臺，是我的避難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

脫離強暴的。 

 

撒母耳記下 22:31 

至於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華的話是煉淨的。凡投靠他

的，他便作他們的盾牌。 

 

為約旦、以色列和兩國的關係禱告，求神幫助約旦懂得轉向

投靠以色列的神，不去走罪人的道路，持守一顆純正的心，

並在國內經濟上有突破！ 

  



 

伊朗列為頭號通緝犯的 

猶太復國主義者 

 

這名波斯猶太人在政府沒有提供安全保護、支持、金錢奧援

或承認下，暗地裡一步步慢慢地削弱伊朗的殘暴政權。 

 

 
在錄音工作室裡的「廣播人藍恩」（Radio Ran）。（照片來源：Ran Amiran） 

 

 

來認識這位藍恩．阿姆拉尼（Rani Amrani），又名「廣播人

藍恩」（Radio Ran），他 24 小時全年無休，播送支持猶太復

國主義的波斯文電台節目，每個月都會新增 100 萬名聽眾收

聽他的節目。 

 

  



 

阿姆拉尼告訴《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在伊朗各

地有數百名伊朗人（包括抗議人士）透過社群媒體平台上的

「Radio Ran」（廣播人藍恩），或是打他的個人電話和他聯

繫，為的是用波斯文讓伊朗人民知道事情的真相。「抗議人

士在街上打現場熱線電話給我們，我們給他們舞台，讓他們

告訴全世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且公然反對伊朗政權的

反猶太主義和他們的謊言。」 

 

阿姆拉尼表示：「伊朗人民受夠了，他們現在抗議伊朗南部

的缺水問題。但人民不知道的是，伊朗在這些地區根本沒有

自來水，他們的牛羊瀕臨死亡。伊朗政權非但沒有幫助人民，

還派出士兵帶著槍，要射殺所有的抗議人士。因為唯有如此，

他們才能夠讓人民閉嘴。什葉派控制遜尼派人士的做法，就

是讓他們擺脫不了貧窮，要他們害怕。2019 年伊朗政府在街

上殘忍地殺害 1,500 名青年人，只因為這些人公開談論政府

的腐敗。這個政權時日不多了，經過幾十年的抗爭，每次抗

爭都在這個政權掌控中又開了一道裂縫。現在人民正在發聲，

而伊朗只能靠暴力鎮壓來維繫政權。人民知道，即使是沙烏

地阿拉伯，也沒有伊朗的伊斯蘭政權這麼糟糕。」 

 

由於阿姆拉尼具有影響力，能夠協助伊朗人組織抗爭活動，

因此一直受到伊朗穆拉（Mullah；伊斯蘭教神職人員的尊稱）

的監視。那他為何不害怕公開發言？「因為我在以色列很安

全，他們在這裡動不了我。幾十年來，敢於公然反對伊朗政

權的媒體人都遭到綁架並殺害。即使真的離開以色列，我也

會默不作聲。上次去土耳其和伊朗邊界探親，我留鬍子、剃

光頭，所以沒有人認出我。」 



 

 
阿姆拉尼訪問在以色列尋求庇護的伊朗難民拿達．阿敏（Nada Amin）。

（照片來源：廣播人藍恩提供） 

 

大多數伊朗人喜愛以色列 

 

阿姆拉尼解釋道，有別於我們在新聞中聽到的，伊朗人民熱

愛猶太人和以色列。他表示，1979 年伊斯蘭革命（Islamic 

revolution）之後，何梅尼（Ayatollah 指的是  Ayatollah 

Khomeini）和他的伊斯蘭革命政權才開始「使用反猶太主義

的謊言，以及反猶太復國主義的媒體戰，對伊朗人民洗腦，

要他們起來對抗猶太人」。 

 

「他們從納粹那裡學到，可以利用反猶太主義宣傳來對付猶

太人。伊朗擁有亞洲當中最大而且最重要的猶太社區。伊朗

猶太人是非常傑出的一群，他們受過高等教育而且又聰明，

在科學、醫學和商業方面皆表現卓著。伊朗有許多猶太百萬

富翁，何梅尼就是利用反猶太主義，煽動仇恨並沒收猶太人

的財產。 



 

他就是利用這些搜刮的財產建立軍隊和伊朗革命衛隊 

（Revolutionary Guard）。」伊朗猶太人在波斯帝國（Persian 

Kingdom）和波斯文之後，就因波斯猶太人社區而為人所熟知。

伊朗猶太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前 772 年，當時以色列亡

國、聖殿被毀，以色列人遭到亞述王西拿基立 （Sennacherib）

和亞述人放逐到伊朗的胡拉善（Khurasan）和伊斯法罕

（Isfahan）地區。 

 

幾世紀以來，伊朗人懂得欣賞波斯猶太人，他們甚至在波斯

王宮廷裡備受歡迎，而且獲得整個波斯社會的尊重。當何梅

尼在 1979 年接管伊朗，企圖對人民洗腦，要他們起來反抗猶

太人時，還因此爆發抗議事件。阿姆拉尼看到機會，並開始

透過無線電波播送廣播節目；希望讓熱愛猶太人而且想要支

持他們的許多伊朗人有機會發聲，並且「讓他們認識以色列

的真實面貌」。他還製作了 RanTV 現場直播節目，全天候播

放波斯音樂和支持以色列的內容。阿姆拉尼表示：「我們收

到伊朗人數以百計的評論和來電，他們看出何梅尼的謊言，

並理解猶太復國主義的理念。」 

 

 
阿姆拉尼與伊斯蘭革命前伊朗著名的女演員沙納茲．特哈尼（Shanaz 



 

Tehrani）合影。（照片來源：廣播人藍恩提供） 

伊朗政府持續騷擾留在伊朗的猶太人。他們拿走這些人的護

照，或在他們的新護照上加裝 GPS 追蹤器。伊朗實施的法律

規定，如果猶太人企圖逃往以色列，他們就得入監服刑 15年。

1995 年，5 歲的阿姆拉尼和家人一起穿越土耳其沙漠和層層

山脈，然後在前往以色列的途中來到阿富汗，一共花了 40 天

40 夜才順利逃出。阿姆拉尼表示：「儘管旅程充滿危險，許

多收看我節目的人還是設法來到以色列。我是一名 DJ，且為

許多人的婚禮伴奏。」他表示：「在我完成這段訪問後，就

要趕往參加今晚的另一場波斯婚禮。」 

 

阿姆拉尼說道：「但一山還有一山高，伊朗人使用濾波器

（Filter），讓伊朗政府無法干預他們收聽我們的電台。我經

常收到伊朗的政府官員在我的 WhatsApp 上咒罵。但我也收

到不少報告，是關於伊朗人因為收聽我們的廣播節目，改變

他們對以色列的看法。我們向他們解釋加薩的實際情況。我

們也分享以色列的觀點，以及為何要封鎖哈馬斯，阻止恐怖

份子進到以色列。我們給他們看巴勒斯坦人橫衝直撞，揮刀

對著無辜猶太人的影片。」 

 

伊朗一般民眾的生活持續惡化。有人嘗試賣腎、眼睛視網膜

或孩子，因為他們無法在伊朗政權下生存。阿姆拉尼表示：

「一名難民逃到土耳其，伊朗革命衛隊要將他遣送回伊朗，

在那裡他將遭到『處理』。我們為他籌措資金，才將他送到

希臘。」 

 



 

「另一名伊朗人在身無分文且不帶物品的情況下，設法逃到

土耳其。他是一名音樂人，因此我們開始在以色列播放他的

歌曲。我的一名聽眾為他安排住處，直到他獲得庇護。」 

 

 
阿姆拉尼採訪在伊朗出生非常受歡迎的以色列歌手麗塔（Rita，照片

左）。（照片來源：廣播人藍恩提供） 

 

諜對諜 

 

「廣播人藍恩」（Radio Ran）在伊朗與以色列對立衝突中扮

演更隱蔽的角色。多年來，「以色列之聲」（Kol Yisrael；以

色列公共廣播電台）用波斯文對伊朗廣播親以色列和支持民

主的宣傳。阿姆拉尼證實：「我們知道前最高領袖何梅尼會

聆聽以色列電台，然後嘗試暗中監視以色列。」他表示：「在

以色列停止這項廣播工作後，我們就接手並提供波斯音樂、

娛樂和有關以色列生活的正面故事。 



 

我們知道伊朗政權現在正在聆聽我們的節目，他們也聽到成

千上萬的伊朗一般民眾，表達他們對以色列的熱愛，並向耶

路撒冷求助！」 

 

伊朗人也走上街頭，表達他們對以色列的支持和對伊朗政權

的憤怒。阿姆拉尼表示：「伊朗政府可以組織一場支持伊朗

政權的反以色列抗議活動，並讓十萬人走上街頭。這是四十

年來不斷對民眾洗腦關於反猶太復國主義的結果。現在上萬

人走上街頭，雖知道他們有可能因為支持以色列而遭到射殺，

但出於絕望，他們不再害怕。」 

 

阿姆拉尼強調：「以色列不像其他國家。對伊朗人來說，以

色列要不是最大敵人，就是最好的朋友。你可以選擇支持或

反對以色列，沒有中間地帶。但現在伊朗人民已經受夠這個

政權，伊朗政府向人民要錢，是為了支持他們在黎巴嫩、敘

利亞、加薩、巴勒斯坦和世界各地的恐怖組織。他們嘴上談

的盡是邪惡以色列和撒旦美國，但人們要的卻是麵包。」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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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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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在海外碰到的伊朗人普遍是不討厭以色列人的，前一陣

子還有一小群的流亡海外的伊朗人，來訪以色列，表明是居

魯士大帝的後裔，代表伊朗人愛以色列，是以色列的朋友；

是伊朗伊斯蘭政權以謊言和暴力洗腦人民！讓我們為伊朗

人的救恩和復興祝福禱告！ 

  



 

德魯茲人如何看待猶太復國主義？ 

 

「我們和猶太人是兄弟。我們與他們之間有盟約，並與他們

並肩作戰。」 

 

 
德魯茲人和猶太人的關係可以追溯到摩西（Moses）的岳父葉忒羅

（Jethro）。（照片：MOSHE MILNER/GPO） 

 

以色列前國防部長摩西．阿倫斯（Moshe Arens）在他的回憶

錄《保衛以色列（In Defense of Israel）》中寫道：「以色列

的德魯茲社區對以色列的忠誠以及他們在以色列國防軍服

役一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以色列的少數民族中，德

魯茲人（Druze）和切爾克斯人（Circassian）被徵召服兵役，

這與穆斯林和阿拉伯年輕基督徒不同。」 

 

「我下令允許德魯茲士兵可以自由的在以色列國防軍所有

部隊中做選擇，而不是強迫他們在少數民族的營中服役。」



 

他補充道。「從那以後這就是以色列國防軍的規定了。我們

漸漸發現喜歡在其他營中服役的德魯茲人的人數增加，於是

德魯茲營於 2015 年解散。今天，德魯茲士兵在以色列國防軍

的所有部隊裡服役著，有些德魯茲軍官也已升到最高軍階。」 

 

統計數據證明這種評估是正確的。根據以色列的民主指數

（Democracy Index），以色列大多數穆斯林阿拉伯人投票支

持阿拉伯聯合名單，然而以色列德魯茲公民卻投票支持猶太

復國主義政黨：「支持猶太復國主義政黨的德魯茲選民，多

數來自海法地區的居民，對以色列整體局勢的看法比其他族

群更為正向。以身為以色列人為榮的德魯茲人比例甚至高於

基督徒，也遠高於穆斯林。」 

 

 
以色列國防軍儲備軍官納瓦夫．阿扎姆（Nawaf Azam）是德魯茲軍人

之一，他很高興與《今日以色列》談論猶太復國主義對他的意義。  

 



 

猶太人和德魯茲社區之間有著悠久的合作歷史。以色列國防

軍儲備軍官兼世界和平中心（Universal Peace Center）副主任

納瓦夫．阿扎姆（Nawaf Azam）在接受《今日以色列》獨家

採訪時表示：「大多數德魯茲人認為自己就是以色列人，也

是以色列社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多年來，我們一直在以

色列國防軍（IDF）服役，並延續這傳統。事實上，許多德魯

茲女性也服兵役。我們都是構成國家社會的一部分。」 

 

「德魯茲人和猶太人之間的關係可以追溯到幾千年前摩西

（Moses）的岳父葉忒羅（Jethro）。」他補充說。「這關係

在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時重新建立起來。1948 年，他們為保衛

復國的以色列而戰。現在德魯茲人將自己視為以色列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德魯茲士兵在陣亡將士紀念日（Memorial Day）儀式上紀念在伊斯菲

亞（Usfiya）為保衛以色列而犧牲的人。（照片：摩西．米爾納（MOSHE 

MILNER）/GPO） 



 

曾擔以色列通訊部長的德魯茲社區成員阿尤布．卡拉（Ayoob 

Kara）向《今日以色列》解釋說，德魯茲社區早在 1913 年就

開始參與伊斯菲亞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早在以色列獨立之

前：「在這裡，德魯茲人竭盡全力幫助以色列。猶太復國主

義者與德魯茲人在伊斯菲亞合作後，其他地區的德魯茲社區

也紛紛效仿。」 

 

根據卡拉的說法，以色列的德魯茲人在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

統治下遭受著巨大的痛苦：「數百個德魯茲人自治的村莊，

從亞實基倫（Ashkelon）到黎巴嫩（Lebanon），從南到北，

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摧毀。現在以色列只有 145,000 名德魯

茲人，他們住在迦密山（Carmel）、加利利（Galilee）山脈及

戈蘭高地（Golan Heights），你再也無法在以色列南部找著任

何德魯茲人。 

 

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從其他地區種族清洗了德魯茲人。他們憎

恨德魯茲人，如同現今極端穆斯林憎恨猶太人一樣。大多數

德魯茲人害怕談論這個，於是德魯茲人轉而支持猶太復國主

義。 

 

然而德魯茲人因支持以色列而受苦。「1938 年 11 月，穆斯

林反叛份子在伊斯菲亞殺害了一些德魯茲人，並褻瀆了德魯

茲人的聖書。」蘭德爾．蓋勒（Randall Geller）在以色列軍隊

中寫道。「德魯茲人在阿布斯南（Abu Snan）、亞爾卡（Yarka）

和亞努（Yanuh）遭受攻擊。阿布杜拉（Abu Durra）的匪徒準

備在達利亞特迦密（Daliyat Al Carmel）發動襲擊並褻瀆德魯

茲教的聖書。」 



 

 
猶太軍事領導人和德魯茲酋長於 1958 年會面，討論如何保衛剛剛起

步的以色列。 

 

據來自達利亞特迦密的德魯茲記者拉菲克．哈拉比（Rafik 

Halabi）表示，當迦密山的德魯茲人拒絕向反叛的阿拉伯人提

供資金時，在彼此當中已產生敵意。」卡拉說，1948 年，阿

拉伯人一天內殺死了 17 名德魯茲人。「考慮到德魯茲社區的

規模，這是極大的損失。」根據卡拉的說法：「434 名德魯

茲人在保衛以色列的行動中喪生。他們當中有些人也是將

軍。」 

 

居住在伊斯菲亞的以色列德魯茲領導人梅澤．阿布．薩利赫

（Mayzed Abu Saleh）對《今日以色列》的強調：「我盡一切

所能幫助以色列。以色列是我的心臟和靈魂。對我來說，這

代表全世界。以色列是我的國家。在德魯茲社區，幾乎所有

人都愛著以色列。此外，我家裡的每個人都喜歡以色列。必

須強調的是，我們在以色列什麼都不缺。 



 

我們有收入。我們沒有缺乏任何東西。我們甚至比美國的生

活還好。美國人意見總是分歧，但我們是團結的。因此，我

們明白支持以色列的重要性。」 

 

 
德魯茲人不僅將自己視為忠心的公民，而且將自己視為猶太人的親兄

弟。 

 

雷德．納西爾．丁（Raed Nasir Din）是達利亞特迦密的居民，

他在受傷士兵組織中代表以色列國防軍中的傷兵，他表示贊

同：「我曾在軍隊中。在吉瓦蒂步兵旅（the Givati Brigade）

服役。我失去了很多朋友。許多德魯茲人在傑寧（Jenin）、

加薩（Gaza）和黎巴嫩（Lebanon）等地區為以色列而戰並逝

世。我還活著，然而必須坐在輪椅上。我有四個孩子，其中

兩個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另外一個即將加入。 



 

我兒子在婚禮時揮舞著一面巨大的以色列國旗。當阿拉伯穆

斯林焚燒以色列國旗時，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以身為德魯

茲以色列人為榮。每個人都知道以色列是我們的國家。」 

 

「國家對我們很好。」他補充說。「我們和猶太人是兄弟。

我們與他們有盟約，並與他們並肩作戰。我去過世上很多國

家，沒有任何一個地方像以色列。我們想為以色列社會做出

貢獻。保持德魯茲與以色列的合作很重要。永遠相輔相成，

我們要一代又一代持續合作。」 

 

 
2007年，已故總統希蒙．裴瑞斯（Shimon Peres）問候以色列國防軍

的德魯茲士兵。 

 



 

1907 年，伊扎克．愛潑斯坦（Yitzhak Epstein）寫道：「德魯

茲部落是阿拉伯部落中最強大的，以其勇氣、英雄主義和體

力聞名。它受到其他阿拉伯人和政府的憎恨，但它的勇氣佔

了上風。」1942 年哈加納（Hagannah）的一份報告表示認同：

「德魯茲人是戰士。」曾參加過以色列獨立戰爭的加拿大裔

猶太人本．鄧克爾曼（Ben Dunkelman）補充：「德魯茲人百

年來作為少數民族賦予了他們兩個看似矛盾的特徵：墨守成

規和好戰。他們與具優勢的力量結盟聞名，同時，他們自己

也是出色而頑強的戰士。」 

 

馬加爾（Maghar）的居民納佐爾．阿爾．阿雷迪（Nazor Al 

Araydy）對此表示同意，他告訴《今日以色列》：「德魯茲人

忠於他們所居住的國家。他們也支持以色列，因為他們與猶

太人關係密切。他們從 1956 年起在軍隊服役。我的父親納伊

姆．阿西．阿雷迪（Naim Asi Araydy ）曾是以色列駐挪威大

使。我的祖父莫哈納．阿西．阿雷迪（Mohana Asi Araydy）

與摩西．戴陽（Moshe Dayan）一起為國家的建立而戰，並幫

助招募德魯茲人到哈加納（以色列復國前的非正規軍）。他

也與伊加爾．阿隆（Yigal Alon）關係不錯，也保衛著以色列。

我祖父的堂兄尼馬爾．霍森．阿雷迪（Nimar Hosen Araydy）

和他一起服役。因此，德魯茲人在各方面都為保衛國家而努

力，為國家做出極大貢獻。」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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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 12:3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

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禱告： 

求神祝福為以色列付出並效力的德魯茲人，他們做在以色列

身上的，相信必蒙悅納。也願以色列中的其他民族和周邊國

家，能與德魯茲人一樣，有顆愛以色列的心，求神動工在以

色列與各族各國間的關係，更加和睦並有真實的和睦臨到其

中。 

 

 

 

  



 

耶穌曾說過的祝福 

餵飽眾人 

 

在福音書中最著名的場景之一，耶穌奇蹟般地使用極少量的

食物，餵飽了 5000 人。福音書說：「耶穌拿著這五個餅，

兩條魚，望著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擺在眾人面前，

也把那兩條魚分給眾人。」（馬可福音 6:41）。但是耶穌所

朗誦的祝福，實際內容是什麼？ 

 

耶穌朗誦的祝福 

希伯來語中的「祝福」一詞是 barakh（ ברך），來自詞根 BRK，

意思是「膝蓋」。當你背誦祝福語時，你在屬靈上是跪在上

帝面前，宣告完全依靠祂，因為祂是我們生命唯一的源頭。

耶穌所朗誦的傳統 berakha「祝福」，正是今天猶太人吃麵包

前會朗誦的祝禱詞：  

ה רּוְךב   עֹול ם ֶמֶלְך ֱאלֵהינּו ,ְיי   ַאת  ֶרץ  ִמן ֶלֶחם ַהּמֹוִציא ה  א  ה   

 

Barukh Ata Adonai Eloheynu Melekh HaOlam HaMotzi Lekhem 

Min HaAretz. 

 

 「宇宙萬物的王，主！祢是恩福的源頭，是祢使田地裏出產

麵包與糧食。」 

 

恭喜您！您剛剛閱讀了您的第一個希伯來文祝福。 

 

新聞出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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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