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以色列真正的鬥士致敬 

 

「在以色列獨立建國前，我們就支持猶太復國主義者。現在

我們會盡一切努力來幫助以色列國強大。」 

 

 
以色列國真正的鬥士薩哈爾．伊斯梅爾 (Sahar Ismail) 葬禮上的哀悼

者。（照片來源：Flash90） 

202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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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教育部長夏莎比頓 (Yifat Shasha-Biton) 的阿拉伯事務

顧問薩哈爾．伊斯梅爾 (Sahar Ismail) 在位於以色列北部拉瑪 

(Ramah) 的家門外，遭到阿拉伯幫派份子槍殺。他們使用自

動武器，發出 20枚子彈，擊中他飽受摧殘的身體。暗殺事件

發生後，夏莎比頓在推特上寫道：「薩哈爾是位擁有開闊胸

襟的人，一生投身於公共事業，並致力於推動德魯茲和阿拉

伯社會的發展。可以肯定的是，以色列警方將全力追緝兇嫌

並將他們繩之以法。家屬的悲痛，我感同身受，並表達我由

衷哀悼之意。」 

 

伊斯梅爾原本是利庫黨 (Likud) 位於拉邁 (Rameh) 的中央

委員會 (Likud Central Committee) 委員。在上次選舉期間他

離開利庫黨，並加入薩爾  (Gideon Sa’ar) 的新希望  (New 

Hope) 政黨。曾擔任以色列通訊、衛星和網路部長的卡拉 

(Ayoob Kara) 表示：「我與摯友薩哈爾．伊斯梅爾相識多年，

直到他隨著薩爾離開利庫黨。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這起犯

罪事件卻將他從我們身邊帶走，為此我感到很遺憾，因為政

府人員也會成為犯罪集團下手的目標。過去一年來，這類犯

罪事件變得比哈馬斯和真主黨更加危險。」 

 

根據以色列國會資訊研究中心  (Knesset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Center) 的報告指出，阿拉伯男性死於非法槍枝

暴力的可能性遠高於猶太男性。根據《以色列時報》 (The 

Times of Israel) 的報導發現，從 2017 年到 2020 年間， 25 

歲以上的阿拉伯男性更有可能遭到槍殺，較同年齡猶太以色

列人要高出 36倍。 

 



 

為了紀念這位真正的「以色列鬥士」 

 

薩哈爾．伊斯梅爾是德魯茲人光榮傳統的一部分，因為他直

言不諱地支持以色列國。為了紀念他的事蹟，《以色列今日

報》(Israel Today) 探討像伊斯梅爾這樣的德魯茲人如何為以

色列國帶來極大貢獻。 

 

在一次獨家專訪中，前利庫黨國會議員艾丁 (Amal Nasr a-Din) 

表示：「德魯茲人甚至在以色列建國前就支持猶太復國主義

者。以色列建國後，雙方的關係甚至變得更有組織。」 

 

過去 12年來，艾丁在以色列國會任職，是已故以色列總理梅

納赫姆．貝金 (Menachem Begin) 的親信。今天，他領導陣亡

士兵紀念 (Yad L'Banim) 組織，這個組織為在以色列國防軍

服役期間殉職的德魯茲士兵設立紀念碑。卡拉 (Ayoob Kara) 

的祖先在英國託管時期 (British Mandate) 將這片土地交給

奧利芬特爵士 (Sir Laurance Oliphant) 的秘書， 

 

這位秘書正是加里西亞詩人伊姆貝爾 (Naftali Herz Imber)。

伊姆貝爾住在卡拉家族祖先土地上的奧利芬特之家 

(Oliphant House) 時，寫了一本詩集。就在那棟房子裡，伊姆

貝爾接著寫下以色列國歌《希望》(Ha-Tikva)。這棟房子就是

今天陣亡士兵紀念機構的所在地。 

 

艾丁表示：「有 435名德魯茲人在以色列服役期間殉職，他

們當中有 1,500 名家屬需要照顧。在以色列建國前，德魯茲

士兵中陣亡的有 11人。1882 年，奧利佛爵士來到巴勒斯坦，



 

幫助德魯茲人脫離土耳其軍隊。為了回報，我們提供他一間

房舍，以色列國歌《希望》就是在這裡所寫的。貝京買下這

棟房舍，並為德魯茲人立紀念碑。這裡是我們成立陣亡士兵

紀念機構的所在地。」 

 

這位前任國會議員強調：「德魯茲人是忠誠的鬥士。」他不

是唯一有這樣想法的人。1907 年，愛普斯坦 (Yitzhak Epstein) 

寫道：「德魯茲是阿拉伯部落中最強大的一支，以勇氣、英

勇事蹟和絕佳體能聞名。他們受到其他阿拉伯人和當時政府

的憎恨，但他們的勇氣戰勝了一切。」以色列建國前的猶太

復國主義軍隊哈加納 (Haganah) 在 1942 年曾報導：「德魯

茲人是大能的勇士。」曾打過以色列獨立戰爭的加拿大裔猶

太志願軍班．鄧克爾曼 (Ben Dunkelman) 補充道：「德魯茲

作為少數民族生存了好幾個世紀，這賦予他們兩種看似矛盾

的特質：循規蹈矩與好戰。他們以必要時能與具優勢的勢力

結盟而聞名；但同時，他們也是卓越而頑強的戰士。」 

 

科恩 (Aharon Chaim Cohen) 前往以色列猶太事務局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進行英國託管時期 (British Mandate) 的事

實發掘任務。他發現德魯茲人對於與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建

立友誼，也非常感興趣；因為他們希望「維持這個社區獨立」，

並相信在猶太復國主義者控制下最有可能實現這個願望：

「在我訪問德魯茲村莊時，我意識到他們想要和我們結盟。

我去過的每個村莊，尤其是居民都是德魯茲人的村莊，我聽

到他們都願意和我們的關係更親近。」 

 



 

以色列建國後，雙方友誼達到巔峰。艾丁解釋道：「1953 年，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為了打贏這場戰役，要求增派 700 名

士兵，德魯茲人為他帶來這些戰力。我是參與這場戰役中的

一名領袖。我們盡了一切努力來幫助以色列國強大。」當我

們在達利雅特．迦密 (Daliyat Al Carmel) 與參謀長會面時，我

們留意到，83%的德魯茲人是在以色列的精銳戰鬥部隊服役，

而且德魯茲人遇害比例也高於猶太人。由於這個民族人丁單

薄，每次有士兵陣亡感受格外深刻。因此，以色列前總理納

坦雅胡宣布將陣亡士兵紀念機構 (Yad L’Banim) 視為國家文

化遺產。 

 

 
為了錫安的緣故，德魯茲人和猶太人站在一起。 

 

  



 

根據艾丁的說法，2008 年陣亡士兵紀念機構在達利雅特．迦

密開設第一個德魯茲入伍前軍事預備（訓練）：「預備計劃

成員有一半是猶太人，另一半是德魯茲人。預備計劃的資金

有 60%來自國家，40%來自捐助。參加這個預備計劃的年輕

人有 90%會繼續成為成功部隊的士兵。透過這種入伍前訓練，

我們能夠建立德魯茲人和以色列國之間的關係。這項計劃也

為我們帶來通往成功的動力。」 

 

正如以色列前國防部長摩西．阿倫斯 (Moshe Arens) 所寫道：

「以色列德魯茲社區對以色列國表現的忠誠，而且他們的子

弟都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都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與穆斯

林和阿拉伯基督徒青年男子不同，在以色列少數民族中，只

有德魯茲人和切爾克斯人(Circassian) 接受徵召服義務役。我

還指示讓德魯茲士兵可以選擇在以色列國防軍中的各單位

服役，而不是強迫他們留在少數民族營 (Minority Battalion)。

從那之後，這就一直是以色列國防軍的政策。德魯茲人偏好

到其他軍營服役的人數也在逐步增加，因此 2015 年德魯茲

軍營就此解散。如今德魯茲士兵可以在以色列國防軍的所有

單位服役，德魯茲軍官也已晉升到最高軍階。」 

 

新聞出處：israel 

新聞日期：2021/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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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 18:9-12 

葉忒羅因耶和華待以色列的一切好處，就是拯救他們脫離埃

及人的手，便甚歡喜。葉忒羅說：「耶和華是應當稱頌的；

他救了你們脫離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將這百姓從埃及人的手

下救出來。我現今在埃及人向這百姓發狂傲的事上得知，耶

和華比萬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葉忒羅把燔祭和平安祭獻給

神。亞倫和以色列的眾長老都來了，與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

吃飯。 

 

出埃及記 18:17-23 

摩西的岳父說：「你這做的不好。你和這些百姓必都疲憊；

因為這事太重，你獨自一人辦理不了。現在你要聽我的話。

我為你出個主意，願神與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將

案件奏告神；又要將律例和法度教訓他們，指示他們當行的

道，當做的事；並要從百姓中揀選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

誠實無妄、恨不義之財的人，派他們作千夫長、百夫長、五

十夫長、十夫長，管理百姓，叫他們隨時審判百姓，大事都

要呈到你這裏，小事他們自己可以審判。這樣，你就輕省些，

他們也可以同當此任。你若這樣行，神也這樣吩咐你，你就

能受得住，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歸回他們的住處。」 

 

為愛以色列的現代德魯茲人（歷史上的米甸人）感謝神！求

主施恩德魯茲人，因為祝福以色列的就必蒙福，讓德魯茲人

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是認以色列的神為他們的神，認耶穌為

彌賽亞，轉離德魯茲人祖先所拜的偶像歸向真神！ 



 

班奈特說接種第三劑疫苗就不需要

第四次封鎖 

 

班奈特表示，只要以色列在希伯來月份以祿月（Elul；西曆八

月、九月）接種第三劑疫苗，以色列家庭就能夠一起慶祝猶

太新年。 

 

 
2021 年 8 月 20 日，以色列總理班奈特 (Naftali Bennett) 接種第三

劑新冠病毒疫苗。（圖片來源：KOBI GIDEON/GPO）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 (Naftali Bennett) 週五（8/20）早上在接

受疫苗加強針施打前說道：「如果我們走出去接種第三劑疫

苗[新冠病毒疫苗]，我們就不需要第四次封城。」 

 



 

現年 49歲的以色列總理在卡法薩巴 (Kfar Saba) 的梅爾醫療

中心 (Meir Medical Center) 施打疫苗。在新冠疫苗暨流行病

控制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he Corona Vaccines 

and Epidemic Control) 在週四晚上投票通過，同意讓 40歲以

上的以色列民眾施打疫苗加強針後，他是同年齡中第一批施

打疫苗的以色列人。 

 

 
2021 年 8 月 1 日，耶路撒冷居民菲利普．布列夫 (Phillip Brieff) 在

聯合診所 (Meuhedet Clinic) 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加強針。（圖片來源：

MARC ISRAEL SELLEM/耶路撒冷郵報） 

 

諮詢委員會還通過提案，讓五個多月前施打疫苗的教育人員

和懷孕婦女也能接種第三劑。 

 

  



 

班奈特表示，在幾個禮拜前，大家認識到，如果以色列能夠

在希伯來月份以祿月（Elul；西曆八月、九月）施打第三劑疫

苗，以色列家庭就能夠在一個月後的希伯來月份提斯利月

（Tishrei；西曆 9 月、10 月）一起慶祝猶太新年  (Rosh 

Hashanah)。 

 

他說，他已指示健康醫療基金在以色列各地開設數百個疫苗

接種中心，希望容納大批湧入登記施打第三劑疫苗的民眾。 

 

一般民眾健康醫療服務 (Clalit Health Services) 表示，週五早

上已有 2萬人登記施打疫苗，並分享 40到 49歲以色列民眾

在醫療院所接種疫苗的照片。 

 

聯合健康醫療保險基金 (Kupat Holim Meuhedet) 從週四晚

上開始施打疫苗；週五早上公布的報告指出，已有約 6,000人

預約接種疫苗。 

 

其他健康醫療基金也分享類似的訊息更新。 

 

班奈特表示：「我們看到疫苗的明顯效果 (Effectiveness) 和

效力 (Efficacy)。新冠疫苗既有效又安全，是戰勝病毒的不二

法門。我們需要大家同心協力、一起努力，才能打敗這種病

毒。 

 

班奈特繼續表示：「我們將和全世界分享以色列這項創舉的

所有資料和資訊。我很高興聽到許多其他國家也紛紛仿效，

因為終究我們必須打贏這場新冠病毒疫情的全球戰爭。」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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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14 

神說：因為他專心愛我，我就要搭救他；因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箴言 3:5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詩篇 86:11 

耶和華啊，求你將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 

 

求主紀念以色列被揀選為列國祭司的命定！幫助以色列居

上位者來尋求神的面，來專心依靠神，尋找就尋見耶穌彌賽

亞，專心依靠就得幫助，因為神的膀臂沒有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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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