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26期 
 

 

優先從總理班奈特兒子開始為孩童

施打疫苗 

隨著第五波新冠疫情逐漸升溫，大多數以色列人都贊成讓

自己的孩子施打疫苗，但很少有人願意當第一批白老鼠。 

 

 
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的兒子大衛（David Bennett）是以色

列第一批 5 至 11 歲施打新冠疫苗的孩童之一。（圖片來源：Amos 

Ben Gershom/GPO） 

202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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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在收到輝瑞第一批的兒童劑量疫苗後，已從本週開

始為全國 5至 11歲孩童接種新冠疫苗。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 9 歲大的兒子大衛也在第一批施打名單

中。 

 

班奈特表示：「我們從今天開始為全國各地的孩童施打疫

苗，首要工作是保護我們的孩子。大衛剛才也打了疫苗。

這次疫苗施打可以保護孩童和家長，也可以保護整個以色

列國。這支疫苗安全又有效，我呼籲所有以色列家長都能

出面讓自己的孩子施打疫苗。」 

 

最近幾週，以色列小學生染疫人數大幅增加。根據《以色

列今日報》（Israel Today）員工的報導指出，在多名同學病

毒篩檢為陽性後，他們有幾名孩子目前已返家隔離，重新

回到遠距線上學習。 

 

專家警告的第五波新冠疫情逐漸升溫。班奈特和其政府深

信，要戰勝這波疫情的關鍵，就是盡快讓以色列孩童施打

疫苗。 

 

先前民調顯示，大多數以色列民眾支持孩童施打新冠疫苗，

但多數民眾情願等上一到兩個月，才讓自己的孩子接種疫

苗。換句話說，沒有人願意當第一批白老鼠。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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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18:3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

不得進天國。 

 

讓我們為以色列兒童開始施打疫苗禱告，求主除去一切的

副作用，真的能帶來身體防禦的反應，保護祂愛的孩子們！ 

  



 

如果外交努力失敗， 

我們的作戰計畫已就緒 

 

拜登政府希望向盟國保證，如果伊朗依然不願意讓步，美

國不會坐視不管。 

 

 
美國航空母艦布希號（George H.W. Bush）在 2017 年訪問以色列。

美國中央司令部（US CENTCOM）警告，如果伊朗持續挑釁尋求核武，

美國已準備採取行動。（圖片來源：Flash90） 

 

如果伊朗繼續進行有挑釁意味的核武計畫，雖然美國官員

還未威脅要使用武力，但週三的聲明也是最接近的一次。  

 

麥肯錫上將（Kenneth McKenzie）對《時代雜誌》表示：

「總統表示，他們（伊朗）不打算擁有核武，因此由外交

人員主導對伊談判。但只要我們獲得指示，隨時都可以執

行各項作戰計畫。」 



 

麥肯錫上將是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而中東地區就是他們

的責任區。換句話說，如果美國下令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

就是由中央司令部負責指揮。因此麥肯錫上將發出這項聲

明，可視為對伊朗宗教領袖的直接警告。 

 

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強權國家計畫下週在維也納與伊朗重新

展開談判。但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簡稱 IAEA）署長葛羅西（Rafael Grossi）本週未能

就重啟國際監控任務與德黑蘭達成協議。但時間所剩不多，

雙方達成協議的希望日漸渺茫。 

 

麥肯錫表示：「他們這次非常接近取得核武，我想他們樂

見在這方面有所突破。」 

 

這就是以色列最擔心的一點。伊朗其實不需要生產核武，

光是有核計劃就足以破壞中東地區的權力平衡。只要成為

「核門檻國家」（Nuclear Threshold State；指本身並無核武，

但可在短期內製造核武的國家）就已足夠。 

 

世界上有許多「核門檻國家」，像日本等多數國家都不會

引發國際社會的關切。但像伊朗這樣的國家就會運用該地

位來威脅鄰國，並對那些反對伊朗核計畫的區域霸權造成

很大的嚇阻作用。 

 

舉例來說，如果德黑蘭威脅以製造核彈作為回應，以色列

會發現要對敘利亞的伊朗軍隊或對伊朗在黎巴嫩的真主黨

盟友發動攻擊，將變得更困難。  



 

另一方面，遜尼派阿拉伯國家比以色列更不容許伊朗跨過

核門檻。一旦伊朗達到這個門檻，很可能引發中東地區的

核武競賽。 

 

美國談判代表馬萊（Rob Malley）極力向以色列和遜尼派阿

拉伯國家保證，華府將密切監控情勢發展。如果伊朗持續

走向核武，即使伊朗以維也納談判當幌子，華府也不會

「袖手旁觀」。 

 

馬萊本週對全國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NPR）表

示：「如果伊朗開始接近取得核武，因為過於接近而令我

們感到不安。當然，我們絕對不會坐視不管，也會做出相

對回應。」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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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3 

神啊，我曾求告你，因為你必應允我；求你向我側耳，聽

我的言語。求你顯出你奇妙的慈愛來；你是那用右手拯救

投靠你的脫離起來攻擊他們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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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脫離那欺壓

我的惡人，就是圍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敵。他們的心被脂油

包裹；他們用口說驕傲的話。他們圍困了我們的腳步；他

們瞪着眼，要把我們推倒在地。他像獅子急要抓食，又像

少壯獅子蹲伏在暗處。耶和華啊，求你起來，前去迎敵，

將他打倒！用你的刀救護我命脫離惡人。 

 

為以色列求平安，求主制服那在伊朗邪惡政權後面的黑暗

權勢，為以色列主持公義，也讓美國在國際警察的角色上，

真能行公義，好憐憫，與神同行！ 

  



 

基督徒成立的石油公司 

在以色列完成新油井 

 

錫安石油和天然氣公司（Zion Oil & Gas）發布令人振奮的消

息，位在以色列北部的石油探勘處已進入測試階段。 

 

 
圖片來源：錫安石油和天然氣公司 

 

位於美國達拉斯和以色列凱撒利亞（Caesarea）的錫安石油

和天然氣公司（Zion Oil & Gas）是一家由基督徒經營的石油

公司，本週他們宣布已完成以色列耶斯列谷（Jezreel Valley）

的新油井探勘階段。 

 

錫安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執行長鄧恩（Robert Dunn）在本週

發出的新聞稿中表示：「對於探勘階段能夠順利完成，我

們非常感恩。依據探勘顯示令人振奮的碳氫化合物

（Hydrocarbon）結果，我們期待立刻展開測試工作。」 



 

目前要進行的是錫安公司所謂的「詳細綜合測試步驟，其

中包括中子密度、音波、珈瑪和電阻電測，還有油井測

試。」 

 

《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曾多次撰文採訪錫安石油

公司的主管。 

 

以色列國目前每天只生產幾千桶原油，這表示以色列極度

仰賴石油進口。錫安公司很有信心，認為聖地底下藏有更

大的石油蘊藏量，能滿足以色列國內的需求。這也符合聖

經中關於以色列將要復興的應許。 

 

錫安石油公司創辦人布朗（John Brown）對《以色列今日報》

表示，這家石油公司之所以存在是要顯明上帝對以色列的

信實。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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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巴谷書 3:2 

耶和華啊，我聽見你的名聲就懼怕。耶和華啊，求你在這

些年間復興你的作為，在這些年間顯明出來；在發怒的時

候以憐憫為念。 

 



 

撒迦利亞書 8:4-8、12-13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將來必有年老的男女坐在耶路撒冷

街上，因為年紀老邁就手拿柺杖。城中街上必滿有男孩女

孩玩耍。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到那日，這事在餘剩的民

眼中看為希奇，在我眼中也看為希奇嗎？這是萬軍之耶和

華說的。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從東方從西方救回我

的民。我要領他們來，使他們住在耶路撒冷中。他們要作

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都憑誠實和公義。 

因為他們必平安撒種，葡萄樹必結果子，地土必有出產，

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這餘剩的民享受這一切的福。猶大

家和以色列家啊，你們從前在列國中怎樣成為可咒詛的；

照樣，我要拯救你們，使人稱你們為有福的。你們不要懼

怕，手要強壯。 

 

馬太福音 19:28 

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

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

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 

 

求主在這些年間復興以色列，不但使地土出產豐碩，境內

平安，並且使猶太人都認耶穌為彌賽亞，全家得救進入命

定歡迎主的再來！ 

  



 

猶太植樹節 : 慶祝生命之樹 

 

聖經對植樹有什麼記載，這個迷人的節日有什麼意義。 

 

 
照片來源：Flash90 

 

11/28 是以色列樹木新年的開始。雨季即將結束，寒風漸暖，

空氣中瀰漫著春天的氣息，杏樹開花了。 

 

今天是猶太植樹節，是希伯來語細罷特月的第 15 天，也是

滿月，每年的這個時候都是如此。在耶路撒冷的聖殿還在

的時候，猶太植樹節是農民們把每年的什一奉獻，帶來供

祭司們使用的日子。每年的這個時候，樹木已經吸收了所

有的冬雨，樹液從樹枝上流淌下來，宣告新一年的開始。

這個節日被稱為 Rosh Hashana L'Ilanot，即新栽小樹的新年。 

 



 

這一天也是年滿四歲的樹木，第一次收穫果實的初熟日

（利未記 19:23-25）。聖殿被毀後，流亡的猶太人藉由聖經

中提到的，在應許之地種植的各種水果和穀物來慶祝這個

節日。賦予葡萄、橄欖、石榴、無花果、棗、大麥和小麥

特別的祝福。 

  

杏樹的芽 

 

以色列最美麗的景點之一是，在猶太植樹節前後，全國上

下的杏樹開始萌芽。 

 

杏仁樹對猶太植樹節和整個聖經都有特殊的意義。杏仁的

希伯來語是「shaked」，意思是「守望」或「甦醒過來」。

杏仁樹是一年中最早發芽的樹種之一，當以色列「甦醒過

來」並宣告冬眠結束時，鮮豔盛開的紫色和白色花朵遍滿

了以色列周圍。 

 

先知耶利米就曾運用這杏樹的雙關語來強調上帝的信實。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什麼？我說，

我看見一根杏樹枝（shaked）。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

因為我留意保守（shaked）我的話，使得成就。」（耶

1:11-12） 

 

樹木的祝福 

 

聖經教導我們，上帝創造了樹木和果實，為人類提供食物，

成為祝福。 



 

幾個世紀以來，猶太聖人都明白保護樹木和整個大自然的

重要性。「聖潔的上帝帶領亞當穿過伊甸園，並說：『我

為你的緣故創造了所有美麗而榮耀的作品。注意不要敗壞

毀滅我的世界。因為如果你摧毀它，就沒有人能在你之後

使它復原了。』」（傳統拉比對傳道書 7:13 的解讀）更多

有關猶太聖人如何看待保護自然和世界生態的重要性，請

參閱猶太人對氣候變化的看法。 

 

聖經還禁止肆意破壞樹木，即使在戰爭期間，生命受到威

脅時也是如此。「你若許久圍困、攻打所要取的一座城，

就不可舉斧子砍壞樹木；因為你可以吃那樹上的果子，不

可砍伐。田間的樹木豈是人，叫你蹧蹋嗎？」（申命記

20:19） 

 

「田間的樹木豈是人？」表示，既然樹木無法逃離被圍困

的城市，就應該對它們施以憐憫。上帝關心樹木，不希望

它們遭受虐待，即使在戰爭期間也不行。 

 

在猶太植樹節的夜晚，虔誠的猶太人會宣讀一本小冊子，

其中包含來自「妥拉」和其他猶太文學作品如名為 Pri Etz 

Hadar的「燦爛之樹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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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1-3）。 

 



 

在會堂裡讀完妥拉後，習慣上唱道：「他與持守他的作生

命樹；持定他的，俱各有福。」（箴言 3:18）。「義人所

結的果子就是生命樹；有智慧的，必能得人。」（箴言

11:30）。 

 

有趣的是，聖經以生命樹開始，也以生命樹結束，象徵著

上帝和他的話語在生活中，賦予我們的生命更為豐滿。

（見啟示錄 22章和創世記 2章） 

 

樹木幫助以色列 

 

以色列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林地擴張速度超過沙漠和荒

地的國家。猶太植樹節慶祝植樹的民族文化，已經將沙漠

變成了一片繁花似錦、充滿生機的美麗土地。就像播種上

帝的話語，會在我們的生活中結出許多美好果實。 

 

1948 年猶太人奇蹟般地返回錫安後，開拓者所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在這片世世代代荒蕪的土地上植樹。直到今天，在

猶太植樹節這一天，以色列學童們都會到全國各地的的田

野裡種樹，有點像美國植樹節。散居在外的猶太人和許多

基督徒也為新年植樹捐款。 

 

以下是您可以為猶太植樹節背誦的祝福語： 

 

「我們和我們列祖的上帝，願你的旨意成就在我們的地上，

更新我們，並賜福我們的土地今年有一個美好豐收的年。」 

 



 

文章出處：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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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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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米書 1:11-12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耶利米，你看見甚麼？」我說：

「我看見一根杏樹枝。」耶和華對我說：「你看得不錯；

因為我留意保守我的話，使得成就。」 

 

感謝主以美麗的花草樹木祝福我們的身心靈，也使用這些

大自然給我們啟示，祝福以色列在環保和氣候的議題上，

為列國效力和帶來幫助！ 

  



 

猶太人對感恩節的看法 

 

猶太人是否被允許慶祝感恩節，還是說這是另一個「基督

教」節日，猶太教是如何看待這個最美國的節日的？ 

 

 
以色列人和美國人在特拉維夫一起享用感恩節晚餐。（照片：

Danielle Shitrit/Flash90） 

 

就在今年光明節開始之前，美國人慶祝感恩節，這是一個

紀念新教徒到達新大陸，與美洲原住民分享第一頓豐收大

餐的節日。在此之前，許多在 17 世紀因宗教迫害逃離英國

的新教徒來到美國，卻在寒冬中喪命。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人普遍會對上帝表達感謝，因為上帝

拯救他們，免受新教徒所經歷的宗教迫害和其他磨難。 

 



 

美國人每年都會吃包餡料的大型火雞、玉米棒、玉米鬆餅、

蔓越莓醬、南瓜派、蘋果派和其他美食，來慶祝這個節日。 

 

這是因為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在指定 11 月 26 日為感

恩節時，避免使用「基督教」語言，從而表明這個假期應

該屬於所有美國人，而不僅僅是美國的基督徒。摩西-范斯

坦拉比（Moshe Feinstein）和約瑟夫 -索洛維契克拉比

（Joseph Soloveitchik），這兩位領導 20 世紀東正教的法律

權威，都同意感恩節是美國的一個世俗節日，類似於 7 月 4

日的國慶日。 

 

感恩節的許多中心主題讓全球猶太人產生共鳴。正如新教

徒逃離英國的宗教迫害一樣，許多猶太人是逃離歐洲、拉

丁美洲和中東反猶太主義的難民的後裔。一個促進宗教自

由的權利，和為自己的倖存感謝上帝的節日，對猶太人來

說別具意義。 

 

正如詩篇 100 篇所說：（稱謝詩。）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

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他歌唱！你們當曉得

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們是他的民，

也是他草場的羊。當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

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為耶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

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在以色列軍隊服役的美國士兵，享用由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在耶路撒

冷舉辦的感恩節晚餐。Miriam Alstern/Flash90 

 

事實上，感謝上帝正是我們猶太人同胞的一項重要價值觀。

如同感恩的花園（The Garden of Gratitude）的作者沙洛姆-

阿魯什拉比（Rabbi Shalom Arush）所說：「多年來，我一

直在闡述和解釋向上帝說感謝的更多的新面向：如，由衷

感激我們生活中的一切、從身體的每一個功能部分、所擁

有和使用的每一件物品、以及生活的重要層面－如家庭和

工作等，甚至是生活中讓我們受苦的事情－無論是物質方

面，如謀生困難，還是精神方面，如慾望和不良性格特徵，

又或只是沒有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服事上帝。」 

 

據拉比說，「在這段時間裡，我一直在解釋每天至少 30 分

鐘，為所有事情說謝謝的重要性，特別是我們生活中的

『壞事』。我還解釋了詩篇 100 的標題－勸民讚美耶和華

（Mizmor L'Todah）的重要性和力量。很多人每天寫 18 到

40 句新的感謝詞也看到了奇蹟，我則建議每天寫 100 句，

以實現拉比艾薩克·盧里亞所說的每天說 100 句祝福的話。」 



 

安葬在 Breslev 的納赫曼拉比教導說，光明節是猶太人的感

恩節，因為這個節日的主要功能是歌頌上帝拯救猶太人，

免受古希臘塞琉古王朝的迫害，就像美國人在 17 世紀歌頌

上帝保守了新教徒一樣。因此，感恩節和光明節是一起慶

祝的，因為這兩個節日的主題相似。 

 

猶太教哈巴德教導說「我們對上帝的感激必須在日常生活

中表達出來。」也就是說，不應該局限在感恩節那樣的某

一天，而是從早上起床、直到晚上入睡的每一時、每一刻。

在猶太教中，每一天都應該是感恩節。 

 

因此，猶太教教導說，每天三次做阿米達猶太教核心祈禱

（即猶太禮儀的核心站立祈禱時），必須向上帝說「謝

謝」。在阿米達祈禱時，猶太人應該不只是向上帝傾訴內

心的渴望，更要感謝上帝所賞賜的，例如健康、安全、溫

飽等。 

 

此外，猶太人在飯前、飯後都必須祈禱。因為世上仍有些

人沒有這麼幸運地能飽餐一頓。所以，我們應該為每一頓

飯感謝上帝。事實上，在猶太教中甚至有感恩的基本祝福，

祝福簡單的東西，比如一杯水。畢竟，世界上有太多的地

方正在經歷乾旱，或衛生條件很差，以至於一杯乾淨的飲

用水已經彌足珍貴，我們每逢喝水的時候，都應該表達感

激之情。 

 

 



 

尤其是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間，每個人都應該對所擁有的

衷心感謝，全世界超過 500 萬人死于冠狀病毒的同時，我

們還健康地活著。如果有幸在大流行期間旅行，就會開始

了解猶太裔以色列人應該對他們所擁有的感激不盡，因為

與世界其他許多地方相比，他們過得很好。沒有人應該把

他們的祝福視為理所當然，這就是我們所有人在這個感恩

節都應該思考的。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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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5 

普天下當向耶和華歡呼！你們當樂意事奉耶和華，當來向

他歌唱！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

他的；我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當稱謝進入他的

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頌他的名！因為耶

和華本為善。他的慈愛存到永遠；他的信實直到萬代。 

 

禱告 

在這感恩節期，願世人都來認識恩福的源頭！相信耶穌基

督獻了一次永遠的贖罪祭，就在神的右邊坐下了，聖靈也

對我們作見證；感謝主，我們可以奉耶穌的名，向神獻上

感謝禱告，為脫離罪及享受豐盛喜樂的生命深深地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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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