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法官確立猶太人在聖殿山禱告 

不違法 

法官這項裁決似乎與以色列聯合政府中穆斯林和左派世俗

政黨最近的聲明相違背。 

 

 
一群猶太男子在耶路撒冷聖殿山下的西牆祈禱。（圖片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2021.10.14  猶太曆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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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10/6），以色列保守派宗教媒體稱耶路撒冷地方法院

法官雅哈洛姆（Bilha Yahalom）的裁決是一大突破，因為確

立猶太人安靜在聖殿山上祈禱，既不違法也不違反現行警察

法規。 

 

利波拉比（Rabbi Ar yeh Lippo）對於以色列警方禁止他前往

聖殿山提出訴願，並由雅哈洛姆法官進行裁決。利波拉比

（Rabbi Lippo）每天都會前往聖地，並和其他幾個人在聖地

安靜祈禱。贖罪日當天，有一名警察發現這些猶太信徒，並

強行將利波拉比帶走，之後他就被禁止重返聖地。 

 

在調閱事件監視器畫面後，雅哈洛姆法官認定，利波並沒有

採取任何會激怒穆斯林機構的行為，是由這個機構負責管理

猶太聖地。而且他在一個角落安靜祈禱，「本身並沒有違反

警方的命令」。 

 

以色列法律保障所有人民的宗教自由。由於當地和中東地區

穆斯林聲稱聖殿山是伊斯蘭教的第三大聖地，為了不讓穆斯

林對聖殿山宗教地位的看法引發暴力衝突，以色列不允許猶

太人或基督徒在聖殿山公開祈禱，或從事任何其他宗教活動。 

 

不過，最近幾個月，以色列警方卻對許多猶太人到神聖高原

上祈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在回應這種明顯現狀改變時，卻感謝以色列警方「維

護猶太人在聖殿山的信仰自由」，因此引發聯合內閣危機。 

 



 

以色列公共安全部長（Public Security Minister）巴列夫（Omer 

Barlev）立刻回應表示，以色列警方執法一直沒有改變，之後

也強調猶太人在聖殿山禱告依舊是「違法行為」。班奈特聯

合內閣中，由以色列國會議員阿巴斯（Mansour Abbas）領導

的伊斯蘭夥伴更進一步表示，聖殿山「完全歸穆斯林所有，

其他人無權主張權利」。 

 

本週雅哈洛姆法官的裁決，是以色列法院首次支持猶太人在

聖殿山祈禱的合法權利。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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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2 & 11 

錫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華美，為全地所喜悅。因

你的判斷，錫安山應當歡喜，猶大的城邑原文是女子應當快

樂。 

 

讓我們禱告聖殿山真是成為一個基督徒也可以在上面自由

禱告的高處！ 

  



 

以色列和伊朗大打心理戰的分析報導 

 

中東情勢發展正在改變權力平衡，同時鞏固區域聯盟。那下

一步呢？應該是走向戰爭。 

 
以色列總班奈特理（Prime Minister Bennett）非常罕見地在以色列國

會講台上公開摩薩德（Mossad）的最近行動。一般認為，這是要說給

伊朗政府聽。（圖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伊朗和以色列持續打影子戰爭，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發展和揭

露的行動，顯示以色列安全機構正極力制衡德黑蘭，並對伊

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指伊朗）大打心理戰。同時，

藉由設下不合理的先決條件，伊朗顯然想要拖延與美國之間

的新核子談判。美國表示拖延情況不會持續太久，他們還有

其他途徑可以終止伊朗核武的生產進度。 

 



 

首先，讓我們來看一下以下這篇報導，伊斯蘭革命衛隊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IRGC）的秘密基地在 9

月下旬發生另一起神秘爆炸事件。 

 

一開始，媒體報導伊朗基地發生大火，隨後又發生爆炸，造

成兩名伊斯蘭革命衛隊成員喪命和另一名人員受傷。 

 

接著又有報導指出，這次爆炸案的目標是伊斯蘭革命衛隊一

座稱為沙希德．赫馬特（Shahid Hemmat）的導彈開發設施。 

 

以色列國際衛星影像公司（ImageSat International）週末發布

的衛星影像顯示，有四分之一的設施已遭到完全摧毀。 

 

從公布的影像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這座設施曾發生另一起無

人機或四軸飛行器（Quadcopter）攻擊事件。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哈提卜扎德（Saeed Khatibzadeh）回應這

起爆炸案時，將矛頭指向以色列，並表示：「和猶太復國主

義實體（Zionist entity，指以色列）的戰爭已經開打」。 

 

這名伊朗發言人指責以色列是恐怖主義國家，意圖阻撓伊朗

與美國的核子談判。哈提卜扎德表示，以色列想要阻止伊朗

重啟談判。 

 

哈提卜扎德還指出，以色列據說擁有「數百枚（核武）飛彈」，

並表示這個猶太國家從未簽署《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以色列確實從未簽署這項條約，這是因為猶太國家發展核武，

只是作為防禦性武器的最後手段。 

 

另一方面，伊朗雖已簽署條約，但至少從 1987年開始，伊朗

就一直在開發核武，而且現在距離製造核彈目標愈來愈近。

此外，伊朗幾乎可以確定，會在未來戰爭中使用核武作為攻

擊性武器。 

 

以色列在亞塞拜然的行動 

 

週二（10/5），伊朗宣布擊落一架來自鄰國亞塞拜然的以色

列製 Hermes 900 型無人偵察機（Reconnaissance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 

 

根據亞塞拜然國家通訊社（Azariha News Agency）的報導，在

與以色列關係友好的穆斯林國家，以色列會定期從這些國家

的基地對伊朗出動無人機。 

 

在收到以色列可靠消息來源的情報後，我之前曾經報導過，

以色列確實在亞塞拜然與伊朗接壤的邊界附近設有基地。 

 

以色列調查記者（Investigative Journalist）伯格曼（Ronen 

Bergman）在書中寫到關於摩薩德以及對伊朗發動的影子戰

爭，2018年一月，摩薩德在德黑蘭的行動也是從亞塞拜然開

始。 

 

  



 

伊朗回應以色列的威脅 

 

伊朗目前已預先警告亞塞拜然，伊朗會在本週稍早於亞塞拜

然邊境附近舉行大規模軍演。 

 

伊朗發言人表示：「亞塞拜然正在玩火自焚」，也對於「猶

太復國主義者」提出嚴正警告。 

 

前伊朗外交官穆薩維（Amir Mousavi）接受黎巴嫩馬雅丁電視

台（TV station Al-Mayadeen）訪問時表示：「猶太復國主義實

體持續攻擊伊朗」，亞塞拜然不應該接受「猶太復國主義者」

的利誘（而捲入戰爭）。 

 

穆薩維還聲稱：「猶太復國主義者甚至無法為自己辯護」。

而且伊朗政府手中握有文件，「可以提出可靠證據證明，『猶

太復國主義者』和伊斯蘭國（ISIS）是從亞塞拜然執行對抗伊

朗的任務」。 

  

伊朗新任外交部長阿布杜拉希安（Hossein Amir Abdollahian）

在接受伊朗第一電視頻道（TV Channel 1）訪問時，也用了類

似措辭表示，他知道：「猶太復國主義政權正試圖接近伊朗

邊境，而且在亞塞拜然部分地區握有勢力。」 

 

阿布杜拉希安繼續說道：「我們不容許猶太復國主義人為政

權（Artificial Zionist Regime）的勢力伸向我們的邊界附近或鄰

國。」 

 



 

接著他提到巴林（Bahrain）的例子，這個國家去年和以色列

簽署和平協議，並警告巴林政權，反對他們與「猶太復國主

義人為政權」建交。這位伊朗部長提到這個政權「缺少人民

支持和政權合法性（Legitimacy）」。 

 

不久前，有不明人士對亞塞拜然首都巴庫（Baku）的伊朗大

使館發動攻擊，又進一步升高亞塞拜然和伊朗之間的緊張關

係。 

 

伊朗也強烈反對亞塞拜然和土耳其的裏海（Caspian Sea）聯

合海軍演習，並表示伊朗將這次軍演視為一項挑釁。 

 

核子計劃 

 

伊朗現在將國際原子能總署（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IAEA）重啟伊朗核子設施檢查，視為以色列反制伊

朗政權的行動，並要求「偽政權」（Fake Regime，指以色列）

先停止對伊朗的「技術中心」（Technology Center） 發動「恐

怖攻擊」。 

 

外界普遍認為，今年六月發生在伊朗卡拉季（Karaj）市附近

核子設施的攻擊事件，是由以色列所為。 

 

報導指出，在這次攻擊事件中，以色列的外國情報機構摩薩

德運用所謂的「四軸飛行器」（Quadcopter），一種形狀類

似直升機且有四個旋翼葉片的無人機。從衛星影像顯示，卡

拉季的設施遭到嚴重破壞。 



 

伊朗還聲稱，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部署在卡拉季的所有

監測攝影機在攻擊中受損，接著伊朗拒絕讓國際原子能總署

繼續他們的工作。 

 

事實上，這些監測攝影機是伊朗所破壞並拿走裡面的記憶卡。 

 

伊朗還要求美國先釋出遭凍結的 100億美元資產，這樣伊朗

極端派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政權才願意重返維也納談判

桌。 

 

不過，拜登政府似乎無意對德黑蘭的要求讓步，並表示會採

取其他「途徑」來阻止伊朗的核武發展計畫。 

 

摩薩德的活動 

 

另外，摩薩德依然非常積極地對抗伊朗，本週稍早前，他們

曾提供賽普勒斯政府情報，內容是關於伊朗將對島上經營事

業的以色列商人展開暗殺行動。 

 

伊朗雇用一名亞塞拜然公民，持俄羅斯護照前往土耳其在賽

普勒斯的領土，接著越過邊境來到賽普勒斯人的領土執行暗

殺行動。 

 

這人在跟監暗殺對象幾天後，就在執行暗殺任務前，遭到賽

普勒斯警方逮捕。 

 



 

伊朗企圖殺害賽普勒斯的以色列人，可能和上週發生在敘利

亞的另一場摩薩德秘密行動有關。 

 

在這場行動中，伊朗將軍遭到摩薩德綁架，並被帶到未揭露

的非洲國家進行審問。 

 

據推測，這個國家有可能是蘇丹。摩薩德先前在這個國家相

當活躍，並打造一座渡假村做為掩護，在此從事間諜活動。 

 

在以色列，傳聞這次綁架事件與摩薩德在黎巴嫩的另一項行

動有關，1986年一架以色列飛機在黎巴嫩失事墜毀，以色列

情報單位之前曾派員到當地搜尋失蹤飛行員阿拉德（Ron 

Arad）的遺體。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在以色列國會質詢過程

中，非常罕見的公開透露摩薩德的這項行動。 

 

班奈特為何會公開摩薩德的行動，目前還不得而知。如果認

為伊朗將軍的綁架事件與搜索阿拉德（Ron Arad）有關，這

種假設很可能是大錯特錯，因為以色列更感興趣的是取得伊

朗的中東大戰略計畫。 

 

以色列的戰略轉向 

 

從以色列和伊朗的影子戰爭在最近幾週發生的所有變化來

看，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以色列的戰略已經轉向。 

 



 

之前以色列的重點尤其在敘利亞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但現

在看來，以色列似乎是將陣線移到伊朗本土。 

 

從伊朗外交官的評論可以看出，伊朗政權知道以色列目前在

伊朗邊境握有勢力。巴林面對伊朗重要的港口阿巴斯港

（Bandar Abbas），而亞塞拜然的邊界與伊斯蘭共和國接壤。 

 

事實上，這樣的情勢發展，從以色列總理班奈特先前提過以

色列對抗伊斯蘭共和國的戰略，就可獲得證實。 

 

班奈特指責以色列前任政府並沒有充分對抗伊朗本土的行

動。 

 

他在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時也提到，以色列在對抗伊朗時需

要靈活運用戰略。 

 

因此，以色列目前在做的基本上和伊朗大同小異，長久以來

伊朗試圖透過代理人將猶太國家團團包圍，並且對以色列持

續發動心理戰，要讓死敵覺得處境堪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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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申命記 32:10 

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

他，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 

 

詩篇 17: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

下， 

 

奉主名宣告列國和中東局勢都在主的手中，也是神手中的器

皿！凡摸以色列的就是摸神眼中的瞳人，主必保守以色列！ 

  



 

阿斯匹林可降低 COVID 的風險 

 

阿斯匹林可降低 COVID 的風險：新發現支持以色列的初步

試驗 

 

該療法將使用呼吸器的風險降低 44%。入住加護病房（ICU）

的人數降低了 43%，總體住院死亡率降低了 47%。 

 

 
2021年 9月 23日，Shaare Zedek 醫院團隊成員穿著安全裝備在耶路

撒冷 Shaare Zedek 醫院的冠狀病毒病房工作。（照片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項新研究表明，非處方藥阿斯匹林可以

保護 COVID-19患者的肺部，並對呼吸器的需求降至最低。 

 



 

該團隊調查了來自美國各地醫院的 400多名 COVID患者，他

們服用與 COVID疾病無關的阿斯匹靈，發現這種治療將幾個

參數的風險降低了近一半：呼吸器降低了 44%，加護病房入

住率降低了 43%，總體住院死亡率降低了 47%。 

 

「當我們了解血栓與 COVID-19 之間的聯繫時，我們知道用

於預防中風和心臟病發作的阿斯匹林，對 COVID-19 患者可

能很重要，」研究小組的喬納森．周博士說。「我們的研究

發現低劑量阿斯匹林，與降低 COVID-19嚴重程度和死亡，具

有關聯性。」 

 

 
藥丸（說明性）（來源：YOSSI ZAMIR/FLASH90） 

 

低劑量阿斯匹靈是常見的治療方法，用在任何患有凝血問題，

或有中風危險的人身上，包括大多數心臟病發作或心肌梗塞

的人。 



 

冠狀病毒雖然影響呼吸系統，但一直與小血管凝血有關，導

致肺部血液系統出現微小阻塞，導致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 

 

今年 3月，以色列研究人員在巴濟萊（Barzilai）醫療中心的

初步試驗中，得出了類似的結果。除了對血栓的影響外，他

們還發現阿斯匹林具有免疫上的益處，服用阿斯匹靈的實驗

組，一開始感染病毒的可能性降低了 29%。 

 

「阿斯匹林成本低、容易取得，數百萬人已經在使用它，治

療他們的健康狀況，」周博士說。「發現這種關聯，對於那

些希望減少 COVID-19 的具破壞性風險的人來說，無疑是勝

券在握。」 

 

新聞出處：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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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29: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

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歷代志下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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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為疫情禱告，求主使人有悔改歸向神的心，遠離惡行，尋求

賜平安醫治的神，並求主繼續使用以色列的醫療和科技發明

來祝福列國。 

  



 

希伯來文揭示大衛名字當中的愛 

 

 

 

大衛的希伯來根源 

 

大衛這個名字在舊約和新約中出現了超過 1,000 次。但與聖

經中其他著名的名字不同，我們從未聽說過「大衛」的含義。

在希伯來語原文中，詞根 DVD דוד指的是親情，所以大衛的

意思是「心所愛的」。我們在聖經的其他地方找到了這個詞

根。在雅歌中，少女反復稱她的愛人為「我的良人」（dodi  דֹוִדי ）。

在創世紀中，拉結使用芳香的催情果-風茄（dudaim ּדּוָדִאים ）

來提高她的生育能力。 

 



 

被主眷顧 

 

古代以色列最偉大的國王，以相當隱私而浪漫的「心所愛的」

命名？這難道不奇怪嗎？事實並非如此，聖經明確地告訴我

們，大衛幾乎被他遇到的每個人所愛—約拿單、掃羅，以及

整個以色列和猶大的人民（撒母耳記上 18:16）。但更重要

的是，「心所愛的」這個名字是指上帝對大衛的愛。事實上，

「大衛」很有可能是全名דוידיה Davidiah 的縮寫，意思是「耶

和華(Yah)所愛的（大衛）」。 

 

用希伯來語尋找隱藏的愛 

 

顯而易見的，因為大衛自己的兒子所羅門的第二個名字是

Jedidiah，意思是「耶和華所愛的」（撒下 ְיִדיְדָיּה 12:25）。當

你閱讀聖經的翻譯版本時，你不會意識到這四件事—大衛、

所羅門、風茄和新郎是息息相關的。只有在希伯來語原文中，

您才能理解這些字詞是與愛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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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及禱告方向： 

 

約翰一書 4:16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的，

就是住在神裏面，神也住在他裏面。[*神的爱] 

 

約翰一書 5:1 

凡信耶穌是基督的，都是從神而生，凡愛生他之神的，也必

愛從神生的。 

 

禱告： 

為蒙神所揀選的人禱告，神愛我們的心，從愛子耶穌基督的

犧牲中表露無遺，願聖靈的啟示，使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以色列國防軍為巴勒斯坦母親 

接生嬰孩 

 

一名丈夫拜託以色列國防軍戰地醫生幫助他的妻子進行緊

急分娩 

 

 
希伯崙（Hebron）附近以色列國防軍的檢查站。（照片來源：Wisam 

Hashlamoun/Flash90） 

 

上週五（10/1）以色列國防軍（IDF）一個駐紮在猶大（Judea）

希伯崙地區（位在「西岸」（West Bank）南半部）薩摩亞村

（Samoa）附近的戰地工兵部隊，他們平時是負責確保該區

域交通路線免受恐怖份子的攻擊。 

 



 

希伯來新聞媒體以色列新消息報（Ynet）表示該部隊由 29歲

的麥可．埃克豪斯（Michael Eckhaus）中尉陪同。這名軍醫將

講述發生的事情： 

 

「我們站在混擬土砌塊之間的野戰醫院旁（混擬土是用來防

止汽車撞擊），隨時為任何緊急情況做好準備。中午 12點左

右，一輛載有兩名婦女、一名男子和三名兒童的巴勒斯坦車

輛抵達檢查站。那人用希伯來語問道：『這裡有醫生嗎？我

妻子快要生了。』我瞥了一眼車子，看見一個女人十分痛苦

也臉色蒼白，看起來筋疲力盡，我心想—她快要生了。我檢

查她的狀態並意識到我們處於分娩的最後階段。」 

 

當以色列國防軍士兵保衛這地區時，軍醫請丈夫為他的妻子

翻譯，因為妻子聽不懂軍醫的希伯來語指示：「告訴她我們

馬上要為這孩子接生，她需要用力。」 

 

「我把手伸進去，立刻看見嬰兒的頭，但隨後我看到臍帶以

危險的方式纏繞在他的脖子上，可能會導致他窒息。」 

 

「我進行了幾次操作，從孩子的脖子上取下臍帶，男嬰平安

的出生，幾秒鐘後我剪斷臍帶，整段故事持續了五到七分鐘」 

 

「我從來沒有在野外幫人接生過，也沒有想到第一次就會出

現這種情況。我們很清楚我們在這裡的角色，就是要向任何

有需要的人提供醫療上的幫助。」 

 

  



 

文章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1/08/05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彼得前書 3:8-9 

總而言之，你們都要同心，彼此體恤，相愛如弟兄，存慈憐

謙卑的心。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

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禱告 

感謝神，讓以色列國防軍體恤也愛著鄰國的百姓，在巴勒斯

坦人民需要幫助的時候，以色列伸出手幫助他們。願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能存著慈憐謙卑的心，不以惡報惡，倒要祝福彼

此，使兩國皆能承受從神來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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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