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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猶太人看以色列十個支派 

消失的原因？ 

從聖經歷史中我們學到什麼，能讓我們更理解當今的政治

局勢？ 

 

 
（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202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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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十個支派已經消失。這樣的悲劇背後充分展現以色

列人在政治和屬靈層面上的和諧共存。這次分裂的導火線

究竟是什麼？是因為中東地區的常態威脅，如同我們目前

所處的情勢？為何南國猶大不願為自己在北方的同胞挺身

而出？從聖經歷史中我們學到什麼，能讓我們更理解當今

的政治局勢？對照當時以色列人的兩個王國和現在以色列

面對的社會分裂，究竟有何不同？如同兩個王國時期，耶

路撒冷和特拉維夫這兩座現代城市是否代表意見相左的兩

種以色列人？人性雖然始終不變，但畢竟我們談的是兩段

不同的時期與政治制度。 

 

在所羅門王死後，以色列百姓來到示劍要立羅波安為他們

的新王。他們要求減輕羅波安父親加在他們身上的苦工，

但這位新王毫不留情地表示：「我父親用鞭子責打你們，

我要用蠍子鞭責打你們！」經過這次羞辱後，北方十個支

派的首領決定與大衛家分道揚鑣，由耶羅波安統領北方的

以色列國。羅波安就只剩下猶大和便雅憫支派。該事件引

發以色列各支派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衝突，導致北國以

色列與南國猶大（以耶路撒冷為中心）完全走向分裂。 

 

北國在許多方面都比南國大衛家優越。北方十個支派擁有

較大的土地面積和較多的人口。北國領土包括撒馬利亞、

加利利、戈蘭高地、從雅法（Jaffa）到阿卡（Akko）的沿海

地帶，以及約旦河以東的土地。此外，北國土地較為肥沃，

適合發展農業。 



 

沿海大道（Via Maris）則是古代最重要的交通要道，穿過以

色列北部海岸地帶，讓北國得以成為強大富庶的王國。而

且以色列國參與國際貿易，主要生產橄欖油和紡織品以供

出口。反觀大衛家困守東部死海和西海岸非利士人之間的

土地，而且猶大欠缺地中海港口。 

 

不過，北國的確有一大弱點。這個國家的領導階層不穩，

朝代更迭頻繁，而且君王經常被廢，因此大幅削弱這個王

國抵禦外來威脅的能力。北國在短短 200 年間就歷經三個

王朝和 19 位君王。反觀猶大國統治 340 年，只有一個大衛

家王朝，出了 20 位君王。 

 

 
聖殿模型。（Mendy Hechtman/FLASH90） 

 

  



 

耶羅波安在位時，為了讓北國百姓遠離聖經節期慶祝和耶

路撒冷聖殿，分別在但和伯特利設立國家敬拜中心，而且

為了紀念過去以色列人出埃及，裡面還設有金牛犢。因此，

北國發展出與南國截然不同的宗教特色。 

 

根據目前所知，我們可以推測，北國以色列的人民會比住

在南國耶路撒冷和聖殿附近的人民更崇尚自由。這種講法

同樣適用在今天特拉維夫週邊沿海地區的以色列人。那裡

的以色列人更講求自由，而且更關心文化、貿易與科學等

領域；相較之下，住在耶路撒冷山區一帶的以色列人則較

保守而且信仰虔誠。如同特拉維夫是以色列的創意中心和

新創國度，北國居民更崇尚自由，而且毫無疑問，他們自

認為更樂意與外界接觸。 

 

從聖經角度來看，根據猶太人的歷史記載，特拉維夫相較

於耶路撒冷，總是好像比較不敬虔。今天我們正處在這種

二分法的時代，親眼目睹特拉維夫沿海地區的美好事物，

例如高科技、文化、科學和娛樂；但最終，耶路撒冷虔誠

的信仰將超越一切。由於我們的現代經驗，因此能夠理解

北國百姓當時是如何享受生活，就像今天在特拉維夫的生

活一樣。 

 

當時，北國受到兩個主要敵人的威脅包括：與其接壤的亞

蘭國（以大馬士革為中心），以及逐漸崛起的區域強權亞

述。因此應許之地的以色列百姓一直生活在這些威脅下。

今天威脅來自於眾多阿拉伯國家，以及與巴勒斯坦人之間

的衝突。 



 

 
享受生活。（Hadas Parush/Flash90） 

 

在蓋爾戰役（Battle of Qarqar）中，亞哈王指揮當時規模最

龐大的職業軍隊。他與亞蘭王國聯手，帶領由 12 位君王組

成的反亞述聯軍，共同對抗撒縵以色三世（Shalmaneser III）

的軍隊。這場戰役讓亞述的勢力遭遇重挫。此後一百年，

亞述向西擴張的野心就此打住。不過，在這次勝利後不久，

以色列和亞蘭之間的戰爭又重新開打，以色列國還因此失

掉約旦河東岸的基列地區。 

 

耶羅波安二世的兒子撒迦利雅接續作王，在撒迦利雅的統

治期間，基列長老利用他的政治弱點。在六個月後，這名

年輕的王被廢。雅比的兒子沙龍密謀背叛，並在百姓面前

將他擊殺，現在是基列的沙龍作以色列王。以色列國陷入

一片混亂，四個禮拜後，沙龍遭到暗殺。 



 

「接著，迦底的兒子米拿現從得撒上到撒馬利亞，擊殺沙

龍，現在是米拿現作以色列王。」基列人民在亞蘭手下受

苦，這位新王希望以政治方式解決該問題。於是他與亞述

帝國立約，成為亞述的附庸國，希望嚇阻亞蘭的行動。 

 

這樣的政局不安對以色列目前的政治情勢來說並不陌生。

在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具爭議的協議後，歷任以色列政府都

在左派和右派之間擺盪。直到最近十年納坦雅胡主政時期，

政局才相對穩定下來。以色列人意識到，巴勒斯坦缺少可

談判的夥伴，因此和平協議根本不可能達成。回顧納坦雅

胡及前任總理領導的以色列親美政府，根本一事無成。 

 

在米拿現（Menachem）統治以色列國的十年間，由於以色

列百姓不贊同他在中東地區主導的親亞述政策，導致以色

列政權再次更迭；由利瑪利的兒子比加登基為王。但比加

將一切搞得天翻地覆，為了阻止亞述帝國進逼，他與亞蘭

和其他王國建立區域聯盟。為了脫離亞述控制，他與亞蘭

王利汛簽訂協議。但南方的猶太同胞猶大王亞哈斯卻拒絕

加入這項盟約，於是比加和利汛對亞哈斯強力施壓。「敘

利亞王利汛和以色列王比加上來攻打耶路撒冷，並圍困亞

哈斯，卻無法攻下這座城。」 

 



 

 
哭牆。（Yonatan Sindel/Flash90） 

 

最後，反亞述聯盟並未實現，反而暴露以色列和亞蘭的弱

點。亞述王提革拉─毘列色（Tiglath Pileser）對這兩國發動

戰爭，亞蘭和北國以色列因此戰敗。 

 

幾年後，亞述王撒縵以色五世完全佔領以色列國，並將以

色列十個支派放逐到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當一

個國家人民出現分裂與不和，經常容易導致政治錯誤，和

今天以色列這個國家出現的政治動盪與混亂並沒有太大差

別。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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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11:19-20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從

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使他們順從我的律

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

的神。 

 

詩篇 133:1-3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

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

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裏有耶和華所命定

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哥林多後書 13:11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

們同在。 

 

為猶太長兄能同心合意歸向主，認識耶穌是彌賽亞禱告！

也為著長兄能在政界、對外的政策和社會中同心建造仰望

主的施恩憐憫，並且一起進入歡迎榮耀君王再來的命定！ 

  



 

班奈特表示以色列將對抗 

伊朗的核威脅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表示，伊朗對世界構成了戰

略威脅，同時也造成了以色列存亡的威脅，不該讓他們消

遙法外。 

 

 
尼沙普爾火車站廣場上的國旗（照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在週四的時候表示，以色列

將盡其所能來保護自己免受於來自伊朗的威脅，同一時間

世界大國將在 11 月 29 日在維也納與德黑蘭政府針對續簽

2015 年核協議進行會談。 

 



 

在美國的反伊朗核武組織的視訊會議上，班奈特說道：

「當談及猶太國家的存亡時刻，我們會採取必要作為，我

們不會停下的，我們不會手下留情的。」 

 

班奈特說道：「伊朗對世界構成了戰略威脅，對以色列構

成了生存威脅，不應該讓他們逍遙法外。」 

 

班奈特說道：「如果伊朗動用核武器，土耳其、埃及、沙

烏地阿拉伯還有整個中東都會使用核武器。我們必須繼續

對伊朗施壓，我們將會盡其所能地團結來對抗。」 

 

川普政府執政時期的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妮基．海莉表示，

她認為伊朗核協議，也就是所謂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已經

過時了。 

 

 
2021 年 6 月 20 日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坐在候補總理兼外

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一旁。耶路撒冷新政府上任後，班奈特在首

次的每週內閣會議上發表談話。（照片來源 : EMMANUEL 

DUNAND/POOL VIA REUTERS)） 



 

她譴責拜登政府拋棄了美國在伊朗問題上的中東盟友，尤

其是將沙烏地阿拉伯拱手送給了德黑蘭政府。 

 

海莉說道：「我們永遠不應該對伊朗讓步，甚至按照他們

的條件來做事，我們應該要與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進行對

話。」 

 

她說道：「以色列正在考慮如何在沒有我們的情況下與伊

朗打交道，這真的很讓人難以置信，他們這樣做其實沒有

錯。如果要我給以色列建議，我只能說不要期望拜登政府

會在伊朗的問題上提供協助，因為他們是不會幫忙的。」 

 

海莉說道：「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人都希望阻止伊朗擁有核

武器，但拜登政府缺少兩黨的支持來恢復 2015 年的協議。」

但是海莉和以色列的想法一樣，他們都不認為 2015 年的協

議可以阻止伊朗成為核武國家。 

 

伊朗總統易卜拉欣．萊希（Ebrahim Raisi）過去擔任法官時

曾侵犯人權，而遭到美國的制裁。他於週四表示，伊朗尋

求「撤銷美國所有的制裁並且使其永久失效」。萊希在維

也納會議前的發言，相當強硬。 

 

伊朗國家電視台引用萊希的話說：「我們考慮的談判是以

結果為導向。我們不會停止談判……我們不會放棄我們國家

的任何利益。」 

  



 

根據伊朗與六個世界大國 2015 年達成的協議，德黑蘭政府

停止了可能作成核武器的鈾濃縮計劃，為了要換取美國、

聯合國和歐盟解除對伊朗的制裁。 

 

但 2018 年美國前總統川普退出了這項協議，並重新對伊朗

的石油和金融部門實施了嚴厲的制裁，重創了伊朗的經濟。

這也導致德黑蘭政府違反了協議中對核武製作的限制。 

 

儘管德黑蘭政府和華府進行了六輪間接的談判，但是對於

需要採取哪些步驟，以及何時採取核限制，還有華盛頓將

取消哪些制裁，在這些關鍵問題上雙方仍有分歧。 

 

此外，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表示，美國

對伊朗的施壓沒有用。 

 

為了紀念 1979 年伊斯蘭革命後美國駐德黑蘭大使被圍困，

薩拉米在電視談話說道：「美國人用盡一切手段、政策和

策略來擊垮伊朗這個國家……。但伊斯蘭共和國只會變得更

加強大。」 

 

路透社參與了本篇報導。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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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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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書 2:5 

耶和華說：我要作耶路撒冷四圍的火城，並要作其中的榮

耀。 

 

以賽亞書 31:5 

雀鳥怎樣搧翅覆雛，萬軍之耶和華也要照樣保護耶路撒冷。

他必保護拯救，要越門保守。 

 

求主捆綁那在伊斯蘭國背後的敵基督權勢，特別是伊朗政

權當局者對以色列的仇恨，求主介入並超自然的保護以色

列，改變伊朗再次成為祝福以色列的族群！ 

  



 

利亞兒子們的秘密信息 

 

 

 

利亞前四個兒子 

 

利亞的第一個兒子名叫流便，由兩部分組成：reu（看）和

ben（兒子）。這個名字的意思是「看，有了兒子」。第二

個兒子被命名為西緬，其中包含詞根 shama（聽見）。利亞

選擇這個名字是因為「耶和華聽見」她的禱告（創世記 

29:33）。第三個男孩被命名為利未，基於詞根 lavah （聯

合）。第四個被命名為猶大，根據詞根 hodah （讚美）。 



 

信心的順序 

 

當我們仔細研究這四個希伯來名字的涵義時，就會發現這

並不是一個隨機的排列組合。相反地，我們看到了一個妙

不可言的發展，簡潔扼要地描述了基督徒的信仰歷程。首

先，是看見神的獨生愛子，向祂祈求饒恕，主垂聽而赦免，

當聖靈澆灌充滿靈裏的時候，人將不住地頌揚讚美神。 

 

如果像利亞的兒子的四個名字這樣看似平凡的東西包含如

此多的屬靈意義，想像一下聖經為您準備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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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3: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

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

接在榮耀裏。 

 

聖誕季節將到，我們禱告願世人都看見耶穌基督神的獨生

愛子，得著福音，因信稱義並頌揚主恩。有一天當外邦得

救人數添滿時，以色列全家也都要得救！我們也禱告基督

徒的信仰歷程能首先看見神的獨生愛子，向祂祈求饒恕，

主垂聽而得赦免，而當聖靈澆灌充滿的時候，就會不住地

頌揚讚美神。 



 

猶太人和基督徒創作新歌 

對抗反猶主義 

 

一起觀看、聆聽和禱告，來自基督徒與猶太人對於以色列

土地及人民的祝福。 

 

 

 

「我們的禱告是希望這個計畫可以提高人們對反猶主義所

造成的威脅的意識，並加強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的連繫。」

「Passages」組織的執行長史考特．菲利普斯（Scott Phillips）

說，該組織旨在將美國基督徒學生帶到以色列。

「StandWithUs」是個使所有年齡層的人能夠對抗關於反猶

主義這些錯誤資訊的組織，它幫助基督徒和猶太人製作這

首歌，希望能醫治全球反猶主義日益加劇的痛苦。 



 

贏得葛萊美獎（Grammy-award）的美國基督徒與知名以色

列猶太音樂家一起錄製這首名為「祝福以色列」（The 

Blessing Israel）的歌曲。 

 

這首歌以希伯來語和英語演唱，是根據民數記第 6 章中亞

倫的祝福所編寫的。 

 

「我們在 Passages 的禱告是這個計畫可以提高人們對反猶

主義所造成的威脅的意識，並加強基督徒和猶太人之間的

聯繫，使人們對聖經和現在的以色列有更深的理解。」菲

利普斯說。 

請點擊下圖，聆聽歌曲 

 

 

  

https://youtu.be/fIE1qIk96Ec


 

祝福以色列 

 

願神保護你 

使祂的臉光照你 

賜恩與你 

願主向你仰臉 

賜你平安 

阿們 阿們 阿們 

使祂的臉光照你 

賜恩與你 

賜你平安 

阿們 阿們 阿們 

 

願祂的恩惠 

在你身上 

直到千代 

臨到你的家庭 

臨到你的孩子身上 

臨到這些孩子身上 

以及他們的孩子 

 

願祂的同在 

在你前頭行 

在你身後 

在你身旁 

環繞著你 

 

 

也在你裡面 

祂與你同在 

祂與你同在 

在早晨 

在夜晚 

 

在你走進來時 

在你走出去時 

在你流淚哭泣時 

也在你歡欣快樂時 

祂為你而存在 

阿們 阿們 阿們 

 

  



 

文章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1/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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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腓立比書 1:9-10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多而

又多，使你們能分別是非（或作：喜愛那美好的事），作

誠實無過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在現今的世界，有許多仇恨的言論，懇求神賜下愛及智慧，

讓基督徒能分辨這些話，愛神的百姓及認識神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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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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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vo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