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24 期 
 

 

希伯來文是以色列的秘密武器 

 

上帝最初所說的話一直是， 

也永遠會是以色列與猶太人之間牢不可破的連結。 

 

 
（照片來源：Flash90） 

202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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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多年前，在 1913 年最後幾個月爆發了一場戰爭，最後

決定了猶太國家的未來。 

 

在這場戰爭，以色列街上的學生、老師、家長和平常老百

姓都聯合起來，為這個猶太國家能是個說希伯來文的國家

而戰，這是ㄧ場猶太國家的靈魂和存亡之戰。因為如果沒

有希伯來文，這個猶太國家就無法存續。 

 

希伯來文能夠成為崛起中猶太國家所使用的語言，實在讓

人意想不到。因為還有多個語言參與競爭，像是法文、意

第緒語（Yiddish）和德文等。 

 

最讓返回以色列的猶太人魂牽夢繫的，是歐洲流行讓人難

以抗拒的「法國文化」（Culture Française）。當第一所農

業學校米克維以色列（Mikve-Yisrael）在 150 多年前成立，

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曾這樣提到這所學校：「如

果沒有米克維以色列學校，我們就無法建立自己的國家。」

學校創辦人認為，這所學校「只能說法文」。但民眾強烈

抗議，包括進行罷工，迫使米克維（Mikveh）和以色列其

他只說法文的學校最後都以希伯來文授課。如果當地民眾

沒有為聖經語言據理力爭，法文輕易就會成為以色列的

「通用語」（Lingua Franca）。 

 



 

 
1945 年米克維以色列學校的學生慶祝 75 周年校慶。（Mikve Yisrael） 

 

甚至是偉大的夢想家和猶太家園代言人赫茨爾（Theodor 

Herzl）也無法充分理解希伯來文對以色列地（Eretz Israel)的

重要性。赫茨爾相當樂意猶太人在先祖之地說德文，赫茨

爾在 1895 年的演說時用德文宣稱：「我們無法用希伯來文

彼此交談，我們當中有誰能夠用希伯來文買火車票？我認

為以色列的主要語言會是德文。」就像世界上大多數人一

樣，甚至赫茨爾也無法想像，古老的閃族語（ Semitic 

Language）如何能夠適應現代工業化世界。 

 

而今天有近 700 萬名猶太人和將近 200 萬名阿拉伯人都能

用希伯來文買火車票。 

 



 

 
甚至當時是偉大的夢想家赫茨爾也無法想像，未來猶太國有辦法讓

古老的希伯來文又活過來。（Zuzana Janku/Flash90） 

 

但這些希伯來文論戰的最終結果早在赫茨爾的前一世代就

已經確定。當猶太人回到自己的故鄉定居，他們自發性就

想要選擇聖經名字來為他們的新社區命名，像是希望之門

（Petah Tikva）、主要房角石（Rosh Pina）和錫安首位

（Rishon Letzion）。雖然沒有古老語言又重新復甦，成為現

代口說語言的例子，但這些受到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啟發的歐洲世俗派猶太人，直覺地（又或可能是先知性

地？）就深受自己喜愛的聖經語言所吸引。 

 

這些先行者後來在屯墾區成立第一批希伯來文學校。他們

自然而然就用希伯來文處理日常庶務，最後確立以色列的

母語。再次證明，你可以將猶太人逐出以色列，卻不能將

以色列從猶太人中帶走。 

 



 

 
「希望之門—屯墾區之母」 (Petah Tikva – Mother of Settlements) –猶

太人回到以色列後，直覺就以希伯來文來為新的城鎮命名，並在日

常對話中加入愈來愈多古老用字。（出處：希伯來文維基百科） 

 

本．耶胡達（Eliezer Ben Yehuda）被視為現代希伯來文之父，

這場希伯來文奮戰可說相當個人化而且滿懷熱情。本．耶

胡達要求他說俄文的妻子黛博拉（Deborah）只能用希伯來

文和他交談（傳聞他們鮮少交談！）。他們的兒子本．錫

安（Ben Zion）成為第一位將現代希伯來文當成母語使用的

孩子。甚至連家中的小狗也只能聽從用希伯來文下達的指

令。 

 

本．耶胡達這種一心一意要將希伯來文確立為猶太人語言

的做法，在耶路撒冷猶太教正統派猶太人（Orthodox Jews）

中引起極大的反彈。這些人堅決認為希伯來文是聖經和作

為禱告的神聖語言（Lashon Kodesh）。他們拒絕在猶太會

堂以外說希伯來文。即使現在生活在以色列，許多極端正

統派猶太人（Ultra-Orthodox Jews）仍遵守這個規定，寧願



 

說意第緒語。因為本．耶胡達和他的家人在耶路撒冷公開

說希伯來文，因此多次遭到猶太宗教派人士施暴，要取他

們的性命。 

 

 
由於本．耶胡達的決心，才讓希伯來文這個語言再次活過來，能夠

用在猶太人的日常生活中。(Public domain) 

 

雖然當時的土耳其統治者擔心，恢復希伯來文會引發政治

效應，但他們根本不是頑固派本．耶胡達的對手。本．耶

胡達終於在 1908 年取得勝利，出版第一本《古代與現代希

伯來文大辭典》（ Complete Dictionary of Ancient and 

Modern Hebrew）。在 1913 年的最後幾個月，當位於海法

的以色列理工學院（Technion/ 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終於採用希伯來文作為教學語言時，以色列未來語言的爭

奪戰才告終了，希伯來文毫無疑問占了上風。 

 



 

 
以色列理工學院是第一所正式採用希伯來文作為教學語言的高等教

育學府。(Hadas Parush/Flash90) 

 

希伯來文是以色列復興不可或缺的要素，這是從歷史中學

到的寶貴功課。當猶太人在以色列地時，當時聖殿還在，

許多猶太人為了順應希臘羅馬的主流文化，甚至犧牲自己

的猶太文化遺產，最終喪失猶太民族的獨立性。希臘文甚

至成為新約作者偏好使用的語言。我們不禁要問，如果耶

穌和門徒的教導是用希伯來文寫成的，歷史又會如何改觀？ 

 

兩千年過去了，猶太人才又找回自己的聖經語言，重回自

己的土地，猶太民族又再次獨立。但希伯來文一直都會是

以色列戰場中鮮為人知的秘密武器。 

 

新聞出處：israel tosay 

新聞日期：2021/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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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30:9 

你若聽從耶和華－你神的話，謹守這律法書上所寫的誡命

律例，又盡心盡性歸向耶和華－你的神，他必使你手裏所

辦的一切事，並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土所產的，

都綽綽有餘；因為耶和華必再喜悅你，降福與你，像從前

喜悅你列祖一樣。 

 

馬太福音 23:37-39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

那奉差遣到你這裏來的人。我多次願意聚集你的兒女，好

像母雞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看哪，

你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你們。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你

們不得再見我，直等到你們說：「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 

 

為猶太人在長遠又古老的歷史洪流中，能守住神所賜的律

法書、節期和誡命典章感恩，也為著希伯來文能神蹟式地

復甦感謝主，奉主名祝福猶太人最終要領受為榮耀君王預

備回來道路的啟示，並走入命定！ 

  



 

因應伊朗的敵對， 

以色列與巴林首次公開軍演 

 

隨著以色列與伊朗在海上的關係日益緊張， 

這次海軍演習是以色列與巴林首度公開的軍事合作。 

 

 
示意圖。2021 年 10 月 26 日，當巴林皇家海軍（Royal Bahrain Naval 

Force；RBNF）阿爾法德爾號 （Abdulrahman Al Fadhel）參與美國第

五艦隊司令部（US 5th Fleet Command）與巴林軍隊的聯合海上演習

時，由馬丁無人機公司（Martin UAV）開發的美國海軍無人機正在

波斯灣水域上空飛行。（Mazen Mahdi /法新社） 

 

一名以色列海軍資深官員表示，為了因應共同敵人伊朗在

中東海域的勢力與敵對行為，以色列、美國、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與巴林海軍本週在紅海舉行聯合軍演。 



 

這位不願具名的資深官員在週四晚間對記者表示：「我們

需要盡可能讓伊朗勢力退出以色列國、紅海，以及妨礙自

由航行的區域。為了做到這點，我們需要建立更緊密的夥

伴關係。」 

 

這名官員表示：「這次軍演的目的是要擴大海軍的作戰範

圍。為了維護以色列國和以色列國防軍的利益，需要提升

偵測威脅的能力、擴大航行範圍、防止海上恐怖行動並施

以報復。在特殊情況下和必要時，可以對伊朗的行動進行

反制。」 

 

從今年二月以來，伊朗和以色列被控採取政治分析師所謂

的海上「影子戰爭」（Shadow War）。在這一連串你來我

往、針鋒相對的攻擊行動中，與這兩國有關的船隻在波斯

灣和阿曼灣（Gulf of Oman）附近海域遭遇攻擊。 

 

這名官員表示，伊朗在中東地區的任務大多是透過代理人

執行，但伊朗在海上比較採取「獨立作業」，由自己的部

隊親自上陣。 

 

週四稍早時，美國中央司令部（US Central Command）的第

五艦隊（5th Fleet）宣布，他們前一天與以色列、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和巴林海軍在紅海展開軍演。這次演習主要著重

在「接近、登船、搜索和奪取的戰術訓練」。 

 



 

第五艦隊司令古柏（Brad Cooper）中將在一項聲明中表示：

「見到美國部隊與區域夥伴一同訓練，強化我們共同維護

海上安全的能力，實在令人振奮。」 

 

以色列海軍官員表示，這項軍演著重在更為簡單的戰略，

不包括導彈試射，而潛艇等先進設備也不會參與演練。但

他表示，這次演習也是為了讓參與軍演的國家能夠彼此熟

悉。 

 

這次軍演也是以色列與美國第五艦隊首次共同舉行的演習

之一。剛好是在以色列與阿聯和巴林達成《亞伯拉罕協議》

（Abraham Accords），和這些國家關係正常化的一年後；

而且是在美國軍方負責中東地區的中央司令部將以色列納

入該責任區的幾個月後舉行。 

 

雖然以色列過去曾經與阿聯舉行過軍演，但這次演習代表

以色列與巴林首度公開的軍事合作。 

 

這名以色列官員提到：「這是我們首次就海上專業作戰技

術與巴林和阿聯進行交流。」 

 

他表示：「海上聯合作戰感覺更自在。因為可以遠離目光

焦點，不會有人從海岸邊拍照。由於是在「灰色地帶」

（Gray Zone）舉行軍演，因此民眾甚至不會意識到我們正

在進行軍演。我相信這次演習能夠為我們敞開更多機會之

門，也許是緩慢出現，也許很快就會出現。」 

 



 

根據這名海軍資深官員的說法，這次軍演是以色列與第五

艦隊規劃在未來一年內舉行的多次演習之一。 

 

他說道：「這次軍演是工作計劃的一環，未來一年內，你

們會看到更多類似的軍演；而且不只和美國舉行雙邊聯合

軍演。由於美國第五艦隊也與《亞伯拉罕協議》所屬的國

家合作，因此這次軍演就有巴林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參加。 

 

古柏在聲明中重申這種多國合作的重要性。 

 

他提到：「海上合作有助於保障航行自由和貿易自由流通，

這些對區域安全與穩定相當重要。」 

 

這次演習由負責整個中東地區的美國海軍第五艦隊主導，

並且在距離伊朗較遠的紅海北部舉行。伊朗在葉門仍設有

代理人，而且在紅海南部海域與亞丁灣（Gulf of Aden）之

間的曼德海峽（Bab al-Mandab Strait）附近，經常有伊朗船

隻出沒。 

 

這名以色列官員表示：「我們關注曼德海峽，是因為這片

海域會影響以色列國船隻的自由流通。因此我們必須讓伊

朗勢力退出這片海域，還有其他國家也是我們面對這項威

脅的合作夥伴。 

 

這名以色列官員表示，除了在海上舉行部分軍演之外，美

國第五艦隊也會在以色列與以色列國防軍（IDF）演練城鎮

戰（Urban Warfare）技術，作為軍演的一部分。 



 

最近幾個月來，可以見到美國、以色列和其他波斯灣國家

這一方和另一方的伊朗陣營，秀武力的次數明顯增多。 

 

本週稍早前，德黑蘭在阿曼灣展開大規模的海軍演習。伊

朗陸軍副司令表示，這次軍演意在「警告敵人，任何針對

伊朗的侵犯行為都將招致伊朗軍方的強烈回應。」 

 

過去一個月內，美國 B-1 重型轟炸機曾兩度穿越該地區，以

色列也舉行大規模的「藍旗」（Blue Flag）多國空戰演習。 

 

由於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在維也納為重返 2015

年核子協議與美國展開的間接會談，目前陷入僵局。導致

最近幾個月，與伊朗的緊張情勢升高。目前訂於 11 月底將

重新展開會談，雖然美國官員對於伊朗到底會多認真看待

這些會談內容，仍不確定。 

 

以色列和美國官員不斷威脅，如果這些談判宣告破局，將

對伊朗的核子計劃採取軍事行動。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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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 3:18 

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種的義果。 

 

以賽亞書 60:17 

我要拿金子代替銅，拿銀子代替鐵，拿銅代替木頭，拿鐵

代替石頭；並要以和平為你的官長，以公義為你的監督。 

 

為以色列求平安，主要以和平為以色列的官長，以公義為

以色列的監督；奉主名宣告神掌權，在詭譎的政治狀況下，

保守以色列政府執政掌權的心，做出正確的屬天智慧判斷，

也求主使伊朗的核武計劃無所遁形，受到國際制裁！ 

  



 

以色列批准為兒童注射新冠病毒疫

苗 

 

衛生健康研究人員評估說，為 5 至 11 歲兒童接種疫苗的舉

措將「非常具有挑戰性」，流行病學家警告因貧富差距而

顯明出來。 

 

 
2021 年 11 月 9 日，一名 11 歲的兒童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

接種第一針輝瑞新冠病毒（COVID-19）疫苗。（美聯社/Ted S. Warren） 

 

以色列週三晚間批准了兒童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但專家表

示，要說服家長接受孩子打疫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一決定是跟隨美國而做出的，它使以色列 5 至 11 歲的兒

童不久後將可以合法地接種兒童劑量的輝瑞新冠病毒疫苗。



 

據希伯來媒體報導，首批專用疫苗預計將於下週運抵以色

列。 

 

這項決定是在衛生部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的，前些時間政

府組織的 75 名醫學專家小組中，有 73 人在無記名投票中

投票贊成這一舉措。 

 

流行病學家納達夫．戴維多維奇教授（ Prof. Nadav 

Davidovitch）在決定宣布後不久告訴《以色列時報》：「對

於非常安全的疫苗，這是相對重要的決定。」 

 

「由於劑量低和輝瑞公司的研究結果，我們實際預計副作

用水平，比已經得到的青少年數據更低。因此，相對自然

防疫的替代方案，我們對兒童疫苗感到更有信心。」 

 

戴維多維奇（Prof. Nadav Davidovitch）是醫生工會主席、以

色列新冠病毒特別顧問、本古里安大學教授。他預測，會

有約超過 50%的父母會同意接種疫苗，但剩下多數則猶豫

不決。 

 

另一位衛生健康專家埃薩－哈達德（Essa-Hadad）說，兒童

接種疫苗的推廣會「非常具有挑戰性」。 

 

戴維多維奇（Prof. Nadav Davidovitch）擔心疫苗接種模式可

能會在以色列造成「新冠病毒差距」，較為富裕的家庭往

往更願意接受預防性醫療，兒童接種疫苗的比例遠高於貧

困家庭。 



 

 

 
2021 年 11 月 9 日，星期二，7 歲的杰弗里．瓦爾加斯（Jeffery 

Vargas），在美國加州聖安娜威拉德中學為 5 至 11 歲兒童設立的兒

童疫苗接種診所，接種輝瑞新冠病毒疫苗時，抱住他的媽媽瑪麗塞

拉．華納（Marisela Warner）。（美聯社照片/ Jae C. Hong） 

 

這將導致在未來的浪潮中，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地區，

兒童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會增大，進而在成人中的感染率也

增加。 

 

戴維多維奇（Prof. Nadav Davidovitch）說：「我們需要確保

在疫苗接種方面沒有差距，因為這可能導致隨後被感染的

差距。新冠疫情還沒有結束，當出現病例時，我們不希望

新冠疫情集中在較貧困的人們當中。如果我們只是等待人

們來接種疫苗，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正如我們在推廣時

期遇到的狀況，因此我們需要積極行動，確保不會發生這

樣的情形。」 



 

以色列的情況很複雜，因為社會經濟差異往往與社區族群

背景有關。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平均而言更窮，

在接種新冠病毒疫苗時比其他群體更為猶豫，儘管阿拉伯

人疫苗接種率在最近幾個月大幅上升。 

 

「我預計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會猶豫不決，兒童新冠病毒疫

苗接種率會最低。」巴伊蘭大學的兒童疫苗接種專家，也

是衛生健康研究員埃薩－哈達德（Essa-Hadad）說，他是歐

盟資助的「河流項目」（即減少疫苗接種不平等性）的首

席學者。 

 

 
一名以色列籍的阿拉伯衛生保健專業人員在準備疫苗。（美聯社

/Ariel Schalit） 

 

總體來說，阿拉伯社區兒童疫苗情況蠻複雜的。埃薩-哈達

德（Essa-Hadad）是阿拉伯人，他正在進行歐盟資助的研究，

是關於阿拉伯籍的以色列人在普通疫苗接種上有不同尋常

的高比例。 



 

大約 96%的阿拉伯父母同意他們的孩子接種人類乳突病毒

（HPV）疫苗，在普通兒童疫苗接種水平上這是很高的比例，

相反，只有 54%的猶太父母同意接種 HPV 疫苗。 

 

相比之下，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種中，阿拉伯社區最初猶豫

不決，尤其是在青少年方面。埃薩-哈達德（Essa-Hadad）

預測，這種心態將持續反應在兒童疫苗接種上，至少在短

期內如此。 

 

有些父母非常願意自己接種疫苗，但對孩子猶豫不決，因

為這是一種全新的疫苗，而且他們自己也可能經歷過副作

用，埃薩-哈達德（Essa-Hadad）並指出阿拉伯父母更願意

接受長期存在的疫苗，例如 HPV 疫苗。 

 

「在阿拉伯社區，雖然美國兒童已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

這一事實也不會改變家長們的想法，因接種的時間還不夠

長。」 

 

埃薩-哈達德（Essa-Hadad）補充說，在所有社區，強而有

力的宣傳和普及教育舉措才是被接受的關鍵。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了 5 至 11 歲年齡組疫苗，美國開

始為年幼兒童免疫鋪平了道路。幾天後，以色列也作出了

批准。 

 

輝瑞公司對 2,268 名兒童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該疫苗在預

防新冠病毒症狀感染方面，幾乎有 91%的有效性。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對 3,100 名接種該疫苗的兒童進行了研

究，得出結論：這些注射是安全的。 

 

在以色列，輝瑞公司已經建議 12 歲或 12 歲以上的族群注

射全強度輝瑞疫苗，但兒科醫生和許多家長正焦急地等待

保護年幼的兒童，以防止感染極具傳染性的印度變種病毒

（Delta variant），並幫助兒童避免被隔離而無法上學。 

 

以色列似乎正處於第四次新冠病毒風波的尾聲，因為在過

去幾週，新的感染和嚴重病例有所減少。週二報告的近 500

例新病例，低於幾個月前每天數千例新病例的記錄。620 多

萬以色列人至少注射了一劑疫苗，570 萬人注射了兩劑，

400 多萬人注射了增強劑。 

 

代理機構及以色列時報的工作人員對此報告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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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8:22 

在基列豈沒有乳香呢？在那裏豈沒有醫生呢？我百姓為何

不得痊癒呢？ 

 

歷代志下 16:12 

亞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腳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時候沒

有求耶和華，只求醫生。 

 

我們為以色列禱告-知道真正的大醫生乃是以色列的神萬軍

之耶和華！所以不只靠美國的疫苗，而是投靠在祂的膀臂

之下，必蒙保守，也要得著耶穌是彌賽亞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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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