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31 期 
 

替代神學的歷史：教會如何取代以色列 

 

在「橄欖樹的奧秘」（The Mystery of the Olive Tree）第三單

元，我們要瞭解教會如何取代以色列。 

 

 
（圖片來源：Doron Horowitz/Flash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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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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系列單元，我們來看奧地利天主教總執事

（Archdeacon）約翰·費赫頓鮑爾（Johannes Fichtenbauer）

的新書節錄，他也是天主教會靈恩復興運動（Charismatic 

Renewal）的一員。 

 

猶太人將自己與拿撒勒人隔開 

 

西元 66 年，就在耶穌死後 40 年，猶太人起來反抗羅馬人

的入侵，於是展開了漫長血腥的戰爭。在提多（Titus）領

軍下，羅馬人攻入耶路撒冷城，並包圍這座城市。西元 70

年，羅馬人鎮壓反抗勢力，並在過程中將聖殿一併摧毀。

這也應驗了耶穌在馬太福音 24 章和路加福音 21 章的預言。 

 

數十年後，大約在西元 132 年，猶太人展開第二次起義。

一位名叫巴柯巴（Bar Kokhba）的男子帶頭反抗。他在猶太

人面前自稱是上帝應許的彌賽亞，聲稱自己接受上帝的指

派，要解救猶大地（Judea）脫離羅馬人壓迫。不過，羅馬

士兵又回到耶路撒冷，這次是由哈德良皇帝（Emperor 

Hadrian）領軍，再次摧毀這整座城市。他們驅逐猶太人，

要他們離開這座城市和大部分的以色列地（Eretz Israel）。

羅馬人將猶太人逐出這片土地，讓他們沒有自己的家園。

還將這片土地改名為巴勒斯坦（Palestine），也就是非利士

人之地（Land of the Philistines），宣告猶太人時代的結束。 

 

因為經歷這些戰爭，猶太人開始痛恨羅馬人和對他們效忠

的人。反過來，羅馬人也憎恨猶太人，想要徹底摧毀這個

「小部落」（Small Tribe）。 



 

對於信耶穌的猶太人，或是彌賽亞猶太信徒（Messianic Jew）

來說，情況只有更糟。因為他們夾在猶太人和羅馬人中間，

兩邊的人都討厭他們。猶太人這一方指責彌賽亞猶太信徒，

認為是因為他們才被羅馬人打敗。由於彌賽亞猶太信徒拒

絕對抗羅馬，認為這場起義並非上帝的旨意，而是猶太人

的不信，上帝才對他們施行審判。結果是民族主義派猶太

人屠殺了許多彌賽亞猶太信徒。 

 

大約在西元 92 年聖殿被毀後，在地中海沿岸雅法（Jaffa；

現在是特拉維夫一部分）附近的亞夫內市（Yavne）舉行一

場宗教會議（Synod）。這場會議召集了當時在以色列和海

外法利賽人中許多重要的拉比。會議結束時，他們宣布彌

賽亞猶太信徒將從以色列人中除名，自此稱作「拿撒勒人」

（The Nazarenes）。從那時候起，這就成為一項慣例。只

要猶太人相信耶穌（Yeshua）是彌賽亞，他就自動不再是猶

太人。這個原則一直沿用到今天。如果有猶太血統的人想

要回到以色列國，以色列移民單位通常會詢問他們的信仰。

如果申請人是佛教徒，甚至宣稱自己是無神論者，這都沒

有關係。但如果申請人承認自己相信耶穌基督，他就不能

以猶太公民身份入境以色列。由於彌賽亞猶太信徒被猶太

人排除在外，因此失去自己的祖國、國籍，還有與生俱來

作為猶太人的權利。 

 

教會的第一次分裂 

 

彌賽亞猶太信徒處在進退兩難的情況。在整個羅馬帝國都

有某種反猶太人的氛圍。 



 

一方面，羅馬人將彌賽亞猶太信徒視為猶太人的一員，沒

有任何分別。他們和其他所有猶太人一樣，也遭受壓迫，

被迫散居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的彌賽亞信仰

迫使他們反對羅馬皇帝和他有如神一般的地位，因此他們

甚至比一般傳統猶太人還要危險。因為彌賽亞猶太信徒是

猶太人，因此，只要任何人跟他們扯上關係，都成了危險

人物。結果是讓外邦基督徒避開與「這些彌賽亞猶太信徒」

來往。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迫害日益嚴峻，外邦基督徒自

己就有夠多麻煩。避開和猶太人往來，至少可以讓羅馬人

少掉一項迫害基督徒的理由。 

 

西元 250 年左右，在猶大地之外，幾乎所有的彌賽亞信徒

會堂或教會都已不復存。只有極少數團體仍偷偷住在當地，

但與外界斷絕往來。由於他們遺世獨立，當中不少團體發

展出奇特的走向，甚至帶有宗派主義色彩。 

 

替代神學的戲劇性發展 

 

在西元 200 年左右，新的神學信仰開始席捲外邦基督教界。

這個神學基礎必須對發生過的事件提出合理的解釋。往後

的幾世紀中，這種神學系統被人稱作「接替主義」

（ Supersessionism ） 或 「 替 代 神 學 」 （ Replacement 

Theology）。根據替代神學的說法，由於猶太人殺害彌賽亞，

基於上帝對猶太人的憤怒，因此撤銷與以色列人所立的約。

既然他們不再是立約之民（Covenant People），猶太人失去

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作為一個民族，他們也失掉上帝之

恩（Divine Grace）。 



 

不再是選民（Chosen People），而是受到上帝譴責，仍持

續活在集體的罪中。取而代之的是新一批「選民」，也就

是教會，教會被視為新以色列人（New Israel），取代了

「肉身的以色列民」（Israel of the Flesh）。 

 

教父們起來反對以色列 

 

《巴拿巴書信》（Letter to Barnabas）是在西元 100 年前後

寫的，但並未正式納入聖經中。一般認為這卷書受到上帝

的啟示，被視為使徒時代的重要文獻。這封書信提到，由

於猶太人殺害彌賽亞，因此失去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被

排除在上帝子民和教會之外。 

 

愛任紐（Irenaeus，西元 135-202）特別強調，為了不要造

成信仰上的混淆，基督徒應避免與猶太人有任何往來。他

希望夠清除教會中所有的猶太元素。 

 

對安波羅修（Ambrose，西元 37-397）來說，確認猶太人不

再是教會的一員，這還不夠。教會還必須對他們施行上帝

的審判。 

 

奧古斯丁（Augustine，西元 354-430）寫道，基督徒不得殺

害猶太人。不過，上帝讓他們繼續活著，是要將他們當成

負面教材。由於猶太人這個民族背棄上帝，遭到上帝審判。

因此基督徒自認有權利迫害猶太人，但不可將他們殺害。 

 



 

約翰．克理索斯托，又稱「金口約翰」（John Chrysostom，

西元 344 或 355-407）憎恨猶太人，他發表的八篇著名講道，

充滿對猶太人的仇恨言論。他警告聽眾不要和猶太人往來，

不要有日常接觸，也不要造訪猶太會堂或參與猶太人的宗

教節慶。對他來說，基督徒最好避免與猶太人有任何接觸，

以免「染上猶太人的疾病」。 

 

所有這些神學家都獲得神國（Kingdom of God）的重要啟示，

但只要和猶太人在上帝救贖計畫中扮演的角色有關，他們

就充耳不聞。這是魔鬼煽動的結果。因為魔鬼知道，只要

基督徒不認識「以色列的奧秘」（Mystery of Israel），牠就

可以繼續主宰這個世界。 

 

替代神學成了反猶太政治活動 

 

教父（Church Fathers；教會歷史中具有權威的主教及宗教

作家的統稱）的替代神學確立了幾個世紀以來，指引基督

徒信仰生活與政治活動的原則。隨後教會與國家立法機構

開始反對猶太人。從第三世紀以降，教會就開始系統性地

「清洗」（Cleansing） 當中所有的猶太傳統。從主教會議

到信徒大會，為了確保教會中沒有存留任何猶太人生活的

痕跡，反猶太立法變得更為嚴格。 

 

君士坦丁大帝（Emperor Constantine）停止了對基督徒的所

有逼迫，並開始將基督教會當成羅馬帝國大一統的手段。 

 



 

他在西元 325 年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First Council of 

Nicea）中就強迫所有外邦主教，「清洗」教會中所有的猶

太元素。西元 321 年，他下令以週日作為一週的聖日，取

代原本週六的安息日（Shabbat）。而且還更改復活節的日

期，要讓復活節與逾越節（Passover）的關係脫鉤。 

 

西元 365 年，老底嘉會議（Synod of Laodicea）飭令所有基

督徒，如果他們仍然在家中守安息日，就會被公開逐出教

會。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會判處死刑。 

 

1492 年在猶太人遭到自己國家驅逐出境，或被迫接受基督

教之前，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有超過 60 萬名猶太人。這些被

迫改教並受洗的猶太人被稱作馬拉諾人（Marrano），這些

人大部分過著雙面人的生活。表面上扮演天主教徒，但私

底下在自己家中仍以猶太人身分生活。因為他們遭到宗教

裁判所（Holy Inquisition）的恐嚇，於是成千上萬的猶太人

逃往美洲殖民地，希望獲得自由。但宗教裁判所仍隨著他

們去到南美洲，因此在那裡猶太人依然持續遭受迫害。根

據尼西亞會議的決議，宗教裁判逼迫這些新進改教者否認

自己與猶太教的關聯。 

 

從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他事工後期的

反猶太言論開始，幾乎所有的基督新教（Protestantism）派

別都可以找到反猶意識形態的影子。 

 

 



 

馬丁路德在經過多年的聖經佈道和宗教改革後，由於對少

數改教後的猶太人感到失望，他最終下令逼迫猶太人，並

在他的講道和著作中為這樣的暴行辯護，這也影響往後的

新教世代。這種替代神學毒瘤現在依然影響許多新教教派。 

 

掃除教會中的猶太會友及其後果 

 

現在已不太可能又相信基督又維持猶太人身分。猶太人只

要相信耶穌，就要否認自己所有的猶太身分。因此，替代

神學帶來兩種悲劇性後果： 

 

⚫ 首先是普遍對猶太人的逼迫。 

 

⚫ 第二個後果是彌賽亞猶太信徒在教會中絕跡。 

 

猶太信徒在教會絕跡是一項災難，不只對教會的猶太會友，

對外邦會友也是如此。這樣的會友流失，讓外邦教會迷失

了方向，而且變得不完整。教會第一次分裂就是為了將猶

太人與外邦人隔開。 

 

隨後出現另外幾次教會分裂。這種分裂方式就像病毒一樣，

會感染教會。根據替代神學的運作模式，這種情況會在接

下來每次教會分裂中不斷延續。雖然乍看之下不是非常明

顯，但這種替代策略是每個基督教派運作的基本特點。目

前基督教有 3 萬多個教派，在某種程度上，所有這些教派

都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教會」。 

 



 

猶太會友的消失不只造成教會分裂，也會產生其他許多負

面的後果。如果我們現在真的是以色列國的一部分（以弗

所書 2:12）；如果我們能有外邦基督徒的身分，確實是因

為我們被嫁接到橄欖樹上（羅馬書 11 章），那麼替代神學

就會讓我們偏離這樣的根基。 

 

沒有猶太人，基督徒能明白聖經嗎？ 

 

缺少希伯來人的思維，會對新舊約的希伯來經文造成誤解

及錯誤解經。雖然新約經文是用希臘文寫成的，但其原文

要根據原作者的希伯來世界觀才能加以詮釋。這事在接下

來的幾世紀當中，引發神學家們無止盡的爭論，至今仍懸

而未解。 

 

因此，教會內部出現許多分裂，都是因為某個派別對於經

文有不同的解讀。就像巴特（Karl Barth；西元 1886-1968）

和其他 20 世紀的神學家指出，猶太問題是我們基督教界面

對諸多問題時的核心。除非第一次教會分裂的問題能有所

解決，並讓傷口癒合，否則就算盡一切努力促成基督分裂

肢體之間的合一，仍會持續對此感到失望。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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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11:24-29 

你是從那天生的野橄欖上砍下來的，尚且逆着性得接在好

橄欖上，何況這本樹的枝子，要接在本樹上呢！以色列人

的復興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

以為聰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

的數目添滿了，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

必有一位救主從錫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又

說：我除去他們罪的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就

着福音說，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就着揀選說，他們

為列祖的緣故是蒙愛的。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

的。 

 

感謝主，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神與亞伯拉罕立

約，揀選了猶太人，祂還要繼續震動列國來帶回祂的選民，

使猶太人進入命定在耶路撒冷歡迎祂的再來！ 

  



 

十年來阿巴斯首次在以色列舉行會談 

 

這是近幾個月來他們的第二次會談。甘茨表示，他們談到

打擊恐怖主義，而阿巴斯的顧問說道，他們的討論創造了

政治「視野」。 

 

 
2021 年 7 月 13 日，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左）在以色列南部艾希

柯（Eshkol）地區出席一場會議。2021 年 5 月 5 日，巴勒斯坦自治

政府主席阿巴斯（右）在約旦河西岸城市拉馬拉（Ramallah）自治

政府總部發表有關新冠疫情的演說。（圖片來源：Flash90） 

 

週二晚間，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Benny Gantz）在他位於

羅什艾因（Rosh Ha’ayin）的家中接待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

席阿巴斯（Mahmoud Abbas）。這是自 2010 年來，巴勒斯

坦領袖首次與以色列高階官員舉行會談。 

 



 

這是以色列六月組成新內閣後，甘茨與阿巴斯的第二次會

面。據以色列國防部長表示，這次會談持續 2 個半小時，

其中一部份時間由阿巴斯和甘茨單獨會談。 

 

甘茨辦公室在發布的聲明中表示：「以色列國防部長強調，

雙方在加強安全合作、維持局勢安全穩定，以及防止恐怖

主義與暴力行為等議題上擁有共同利益。」 

 

據以色列國防部長表示，甘茨還告訴阿巴斯，他打算持續

推動各項措施，「建立雙方在民間和經濟領域的互信。」 

 

以色列對巴勒斯坦軍事連絡官阿利安（Ghassan Alian）以

「被佔領土政府活動協調官」（Coordinator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的職稱縮寫 COGAT 而聞名，他

也參與在以色列方面的會議。 

 

阿巴斯重要顧問謝赫（Hussein al-Sheikh）負責管理與以色

列之間的關係，他也陪同阿巴斯與巴勒斯坦情報官員法拉

傑（Majed Faraj）出席。 

 

謝赫表示，雙方也討論政治議題，以及屯墾區居民暴力等

其他話題。 

 

謝赫在推特上表示：「這次會面攸關創造政治視野的重要

性，從而尋求政治解決方案，…以及由於屯墾區居民的行為

而造成當地情勢緊張。」 

 



 

 

 

最近幾週，巴勒斯坦的恐怖攻擊事件激增，而屯墾區居民

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也有增多。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反對與巴勒斯坦人重

啟和平談判，並拒絕與阿巴斯會面。儘管如此，班奈特政

府已承諾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

並由甘茨負責推動各項行動，希望提振巴勒斯坦積弱不振

的經濟。 

 

甘茨已表示，他認為阿巴斯政權是取代哈瑪斯在約旦河西

岸勢力的唯一選項。 

 

甘茨在八月底時曾表示：「如果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能夠變

得更強大，就會削弱哈瑪斯的勢力。只要巴勒斯坦自治政

府能夠維持穩定秩序，這個地區就會變得更安全，我們就

會減少插手。」 



 

 
2021 年 12 月 8 日，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在突尼西亞靠近

突尼斯（Tunis）附近的迦太基（Carthage）記者會上發表談話。

（Slim Abid/突尼斯總統經美聯社轉載） 

 

為此，現任以色列政府已提供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5 億舍克

勒（相當於約 9 億台幣）的貸款，以紓解巴勒斯坦嚴重的

債務危機。同時為約旦西岸和加薩地區非法居留的巴勒斯

坦人提供居留證，並增加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的簽證

發行量，希望為約旦河西岸的經濟注入強心針。 

 

甘茨在七月中旬首次與阿巴斯通過電話，兩人隨後於八月

底在拉馬拉（Ramallah）正式會面。這是十多年來，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決策高層首次舉行如此層級的會談。 

 

以色列反對黨聯合黨（Likud）譴責週二晚間在以色列的會

談，他們提到：「班奈特的以巴聯合政府正在將（阿巴斯

和）巴勒斯坦人重新拉回議題」，並警告：「對巴勒斯坦

讓步，將以色列推入險境，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控制加薩地區的恐怖組織哈瑪斯，強烈抨擊阿巴斯與甘茨

的會面，認為應該對此「予以譴責」。 

 

恐怖組織發言人卡西姆（Hazim Qasim）表示：「這對約旦

河西岸的起義行動來說是一項打擊。」顯然是指最近對以

色列士兵和平民發動的一連串攻擊事件。 

 

阿巴斯最後一次在以色列舉行正式會談是在 2010 年，當時

他在總理官邸會見時任以色列總理的納坦雅胡，並進行和

平會談。在過去十年當中，由於納坦雅胡處心積慮阻撓阿

巴斯，將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推向臨界點，因此和平進程

幾乎是停滯不前。 

 

 
2010 年 9 月 15 日，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左）與巴勒斯坦自治政

府主席阿巴斯在耶路撒冷會面。（Kobi Gideon/Flash90） 

 

阿巴斯也曾在 2016 年前往耶路撒冷，參加以色列政治家裴

瑞斯（Shimon Peres）的喪禮。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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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 3:13-18 

你們中間誰是有智慧有見識的呢？他就當在智慧的溫柔上

顯出他的善行來。你們心裏若懷着苦毒的嫉妒和紛爭，就

不可自誇，也不可說謊話抵擋真道。這樣的智慧不是從上

頭來的，乃是屬地的，屬情慾的，屬鬼魔的。在何處有嫉

妒、紛爭，就在何處有擾亂和各樣的壞事。惟獨從上頭來

的智慧，先是清潔，後是和平，溫良柔順，滿有憐憫，多

結善果，沒有偏見，沒有假冒。並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

平所栽種的義果。 

 

 

感謝主已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睦！求主繼續幫助以色列脫

離政黨紛爭，而是以上頭來的屬天智慧來栽種以巴和平的

義果。 

  



 

輝瑞口服藥丸將於週三運抵以色列 

 

抗病毒口服藥 Paxlovid 在 II/III 期臨床試驗中顯示，當患者

接受早期治療時，將能減少 89%的嚴重疾病、住院和死亡，

因此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批准。 

 

 
藥丸（圖片來源：INGIMAGE / ASAP）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週二在簡

報會上表示，以色列訂購的輝瑞 COVID 抗病毒口服藥將於

週三（2021/12/28）運抵該國。 

 

週日，衛生部批准了這種名為 Paxlovid 的口服藥的緊急使用

授權。  

 



 

該藥物上週三獲得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的批准。這是世

界上第一個在家治療該病毒的藥物。它可以抑制蛋白酶的

活性，而蛋白酶是病毒在體內復製過程中所必需的。 

 

該藥物以藥片形式供應，適用於輕度至中度症狀的患者，

在症狀出現的頭三天內服用。治療時間為每 12 小時一次，

持續五天。 

 

抗病毒口服藥 Paxlovid 在 II/III 期臨床試驗中顯示，當患者

接受早期治療時，將能減少 89%的嚴重疾病、住院和死亡，

因此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批准。  

 

 
這張未註明日期的透射電子顯微鏡圖像顯示了 SARS-CoV-2，也被稱

為新型冠狀病毒，是引起 COVID-19 的病毒，從美國的一名患者身上

分離出來的病毒顆粒，經實驗室培養，細胞表面呈顯了病毒外緣的

尖峰（來源：NIAID-RML/FILE PHOTO/HANDOUT VIA REUTERS） 

 



 

根據輝瑞的數據，這款藥丸的有效性不受病毒變異而改變，

包括 Omicron 變異株。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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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11 

洪水泛濫之時，耶和華坐着為王；耶和華坐着為王，直到

永遠。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

給他的百姓。 

 

當疫情如洪水泛濫時，主仍然坐着為王，祂必賜力量給祂

的百姓，禱告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

以色列每一個人的心懷意念。 

  



 

今年以色列將預備對伊朗核武基地

發動攻擊 

 

以色列軍方持續進行對德黑蘭（Tehran）的核設施造成實質

威脅，同時也為潛在的加薩衝突做預備。 

 

 
敘利亞官方通訊社「SANA」發佈這張照片，在 2021 年 12 月 28 日

星期二的早些時候，敘利亞沿海城市拉塔基亞（Latakia）港口遭飛

彈襲擊後，貨櫃中的火焰冉冉升起。（「SANA」透過美聯社發佈該照

片） 

 

《以色列時報》（Times of Israel）獲悉，以色列國防軍

（Israel Defense Forces）認為在過去一年裡，他們透過空襲

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限制伊朗藉由敘利亞運送武器及設備，

並計劃在 2022 年持續這樣做。 

 



 

以色列軍方希望這些攻擊也能在敘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

薩德（Bashar Assad）與德黑蘭之間產生隔閡。 

 

與此同時，2015 年於維也納（Vienna）由德黑蘭與世界列

強談定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定，除了伊斯蘭共和國（伊朗）

停止核武計畫作為解決國際間制裁的條件之外，以色列軍

方繼續預備著攻擊伊朗的核設施的潛在行動。 

 

當以色列官方將此可信度極高的軍事威脅歸因於伊朗持續

快速進展的核計劃時，即使以色列政治人物與以色列國防

軍間的強烈爭論著，依然無法清楚了解在伊朗發展核武的

情況下，以色列究竟是否對伊朗發動攻擊：若發動攻擊肯

定會促伊朗透過其代理人（非伊朗的第三個國家）進行大

規模的報復，並會使以色列陷入大型且具毀滅性的多方戰

爭中。 

 

這項決定該如何進行，最終會取決於許多因素，從美國對

此類行動支持的程度到以色列空中防衛與防空洞的準備程

度來考量。最關鍵的是以色列國防軍相信他們的攻擊會實

際重挫伊朗的核計劃，然而在某些情況下，軍方認為這項

行動可能會付上遠超過保衛國家安全的代價。 

 

除了準備應對更大的區域威脅外，以色列國防軍還希望在

接下來投入大量資源來對付加薩地帶的哈馬斯（Hamas），

儘管 2021 年 5 月時 11 天的衝突後，與恐怖組織目前達成

停火狀態。 



 

以色列國防軍統計數據表示，最近在約旦河西岸與恐怖行

動相關的暴力事件明顯增加，包括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人

的攻擊，以及以色列定居者對巴勒斯坦人的襲擊。 

 

雖然過去一年間在約旦河西岸恐怖攻擊中喪生的以色列人

數量比 2020 年的還低，截至週二有 3 名遇難者。西岸與加

薩地帶遭受襲擊的以色列人數相比，五月飛彈戰中有 13 人

罹難（其中 12 人是平民），八月時加薩邊界圍欄衝突時，

有一名邊防警察遭槍殺。 

 

 
加薩飛彈戰的遇難者：第一排（由左至右）奧默．塔比布（Omer 

Tabib）艾多．阿維蓋爾（Ido Avigal）；第二排（由左至右）莉亞．約

姆－托夫（Leah Yom-Tov）蘇米亞．桑托什（Soumya Santosh）；第

三排（由左至右）納丁．阿瓦德（Nadeen Awwad）哈利勒．阿瓦德

（Khalil Awwad）；第四排（左）奈拉．格維奇（Nela Gurvitch），（右）

為飛彈襲擊後的拉馬特甘（Ramat Gan）。（圖片來源：Oren ZIV / AFP） 

 



 

總體而言，以色列國防軍認為在新的一年裡，以色列國防

安全將會有正向的發展。軍方認為大多數敵人都不敢對以

色列發動大規模衝突。隨著耶路撒冷與中東國家的關係日

益密切，像是有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和巴林（Bahrain）這些新盟友，以及建立與約旦（Jordan）

和埃及（Egypt）的合作夥伴關係，為以色列提供在更廣泛

的地區開展業務的能力，而且在多年沒有合作夥伴的情況

下，以色列通過的預算為以色列國防軍供應了必要的資源，

可以與美國和國內的國防承包商進行長期協商，確保未來

幾年軍隊擁有所需的武器和系統。 

 

供應鏈中斷 

 

據軍方估計，因著以色列的干預，伊朗約有 70%的時間無

法透過該地區（無論是空中、海上或是陸地）轉移其武器

系統，而在其餘時間裡，伊朗想完成這件事的能力受到限

制，藉此以色列國防軍認為敘利亞所擁有的先進或戰略武

器系統的數量正在減少。 

 

「過去一年各項行動的增加，對我們敵人向不同戰線投入

武器的所有途徑都造成了嚴重破壞。」作為年終簡報的一

部份，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阿維夫．科哈維（Aviv Kohavi）

上週對記者說著。 

 

過去一年，以色列國防軍使用數百枚炸彈對敘利亞境內的

目標進行了數十次空襲，比 2020 年略有增加，幾乎是 2019

年的兩倍。 



 

最近敘利亞指責以色列週二對敘國境內位於拉塔基亞的港

口進行罕見的攻擊，直至本月，由於附近有俄羅斯軍隊，

以色列沒有一直攻擊該地區。這是過去一個月內對該港口

發動的第二次襲擊，暗示了莫斯科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同意

了這些行動。 

 

以色列國防軍認為他們不可能完全阻止伊朗將先進武器轉

讓給其代理人，但希望盡量限制伊朗的行動。除了直接打

擊伊朗的武器庫以及在敘利亞內與伊朗有關的設施外，以

色列國防軍還希望從大馬士革（Damascus）讓伊朗付出在

該國展開活動的代價，以說服阿薩德（Assad，註：敘利亞

現任總統）停止或至少減少支持伊朗的行為。這項努力體

現在以色列國防軍打擊敘利亞空防系統及與伊朗伊斯蘭革

命衛隊（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合作的敘利亞

軍事單位的行動上。 

 

敘利亞內戰爆發十多年後，阿薩德目前控制該國約三分之

二的地區，其餘由敘利亞叛軍、庫德斯坦（Kurdish）軍隊、

土耳其或美國控制（以敘利亞東部的坦夫（Tanf）地區為

例）。 

 

由於阿薩德希望重新建立他對該國領土的主權，以色列國

防軍希望他能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反對伊朗在敘利亞的活動，

儘管他不太可能完全驅逐出過去 10 年來一直支持著他的伊

朗民兵組織。 

 



 

雖然以色列希望讓所有被伊朗支持的部隊撤出敘利亞，但

最 擔 心 還 是 他 們 和 戈 蘭 （ Golan ） 邊 界 的 真 主 黨

（Hezbollah），以色列必須集中精力將他們驅逐出去，對

他們所在的陣地、那些允許他們進到敘國境內的敘利亞部

隊，以及公開做出這些決定的指揮官都趕出去。 

 

雖然真主黨部隊仍在邊境，但以色列國防軍認為自己的行

動已阻止了其他恐怖組織在邊境部署大量部隊和武器的計

畫。 

 

為可能永遠不會發生的攻擊做準備 

 

以色列國防軍將繼續為明年對伊朗核設施的攻擊做準備，

計劃在春季舉行演習以模擬此類型的攻擊行動，並持續獲

得執行任務所需的彈藥。 

 

雖然以色列國防軍認為可能會在短時間內對伊朗的核計劃

採取某種形式的軍事行動，但產生的影響也會有限度。 

 

舉例來說，以色列國防軍目前有能力能轟炸伊朗在納坦茲

（Natanz）鈾濃縮地點，這是個容易的目標，即使該設施的

地下部分也離地面足夠近，一般彈藥就可以擊中它。然而

如果是深埋在地下及岩石下的福多基地（Fordo），以色列

若不使用強大的巨型鑽地彈炸彈的話，就不容易攻擊該目

標。 

 



 

至少需要幾個月甚至一年多的時間來發展更全面的攻擊能

力，這將會使伊朗的核計劃推遲幾年。雖然這樣的襲擊意

在對未來核武濃縮的活動造成威嚇作用，但即使是最全面

的打擊也只能推遲核計劃，畢竟伊朗科學家積累已久的技

術知識和經驗並不會消失。 

 

 
2020 年 7 月 2 日，伊朗位在德黑蘭以南約 200 英里（322 公里）的

納坦茲鈾濃縮設施發生火災。（伊朗原子能組織透過美聯社發佈照片） 

 

以色列新通過的國家預算中包括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其中

一些專門用於預備此類型的攻擊行動，使軍方能夠繼續推

進，不僅購買所需的彈藥，且加強防空系統，這對於保護

國家免受預期中的報復行為而言至關重要。 

 

「以色列國防軍在過去一年中以明顯加速的速度推進著該

計畫。」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長科哈維上週表示，「軍方計畫的核

心是在已識別敵方目標數量與情報上有著顯著改善，大幅

增加彈藥與攔截飛彈的買賣，推動全國防空網絡的規劃，

以及通訊系統的改進。」 

 

與家園很近 

 

以色列國防軍和加薩地帶巴勒斯坦恐怖組織進行為期 11 天

的激烈衝突，僅六個多月後，軍方指出自五月底衝突結束

以來，向以色列發射的飛彈量減少許多：過去六個月中只

有 5 枚飛彈。相比之下，2014 年加薩戰爭後的六個月內有

22 次飛彈射向以色列境內。 

 

以色列國防軍將這種平靜歸功於兩個因素：首先，政府對

加薩的民政政策讓這個陷入困境與經濟蕭條的飛地

（enclave）得以重建，其次，以色列軍方威脅要對來自加

薩地帶的攻擊進行嚴厲報復，在衝突後的幾個月裡，軍方

透過向哈馬斯設施投擲約 80 噸炸彈以回應哈瑪斯飛彈與空

中縱火的攻擊，證明了這一點。 

 



 

 
2021 年 5 月 14 日，來自加薩地帶的飛彈在夜空中從加薩北部的拜

特拉西亞（Beit Lahia）射向以色列，左側的鐵穹攔截飛彈抵擋它們。

（圖片來源：Anas Baba/法新社） 

 

與此同時，軍方發現五月衝突時，在以色列被稱為「圍牆

守護者行動」（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期間有些

較為艱難的領域，特別是在阻止哈馬斯與巴勒斯坦伊斯蘭

聖戰組織（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向以色列境內發射飛彈

的方面，雖然近 90%射向平民區的飛彈被攔截，但也代表

確實有大量的飛彈通過並射向以色列。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已經提升發射攔截飛彈的定位，並戰鬥

中摧毀敵方飛彈的能力，這仍然是軍方特別關注的一件事。

以色列國防軍總參謀部也成立一個專門團隊來解決這個問

題，將開發新技術和戰術來應對之後的威脅。 

 

  



 

西岸仍是以色列國防軍關注的主要問題。過去一年，該地

區的暴力事件明顯增加，報告指出 2021 年的槍擊和刺傷襲

擊事件是前一年的兩倍（槍擊與刺傷事件數量分別為 61 起

和 18 起，而 2020 年為 31 起和 9 起）。根據以色列國防軍

的統計數據，記錄在案的投擲石頭事件的數量增加了近

40%，燃燒彈的數量增加 33%。 

 

 
2017 年 12 月 15 日，在拉馬拉（Ramallah）郊區的西岸蓋蘭迪耶

（Qalandiya）檢查站附近發生衝突，邊防警察瞄準著巴勒斯坦動亂

者。（圖片來源：Abbas Momani/AFP)） 

 

軍方將這些事件的增加歸因於圍牆守護者行動，同時間在

西岸也看見更高程度的暴力事件，其中一些也是最近動亂

的結果。自秋季以來，隨著一年一度的橄欖收成季，以色

列國防軍發現以色列極端分子對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為也

顯著增加，甚至某些情況下也會攻擊以色列安全部隊



 

（Israeli security forces），同時巴勒斯坦人對以色列定居者

的暴力行為也在增加。 

 

以色列國防軍因為經常未能阻止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襲

擊而受到批評，儘管以色列國防軍官員承認士兵可以在這

方面做得更多，但軍方通常更傾向讓以色列警方領導這項

工作。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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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91:9-11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禍患必

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

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 

 

彼得前書 4: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 

 

禱告 

耶和華神是以色列的避難所，必在以色列未來的路上保護

他們，在新的一年，我們禱告神大能的手繼續托著以色列，

使他們四圍平安，也願神的平安及愛臨到加薩地帶、西岸

及敘利亞，使他們能和以色列和睦同居彼此相愛。 



 

好牧人 

當耶穌開始公開傳道時，他一開頭就說自己是「好牧人」，

願意「為羊捨命」（約翰福音 10:11）。他為什麼這樣說呢？ 

 

 

 

以色列高貴的牧羊人 

 

牧羊，首先需要牧羊人和羊群之間建立深厚的愛的聯結。

在聖經時代，牧羊人會將他們的動物聚集在羊圈裡，羊圈

是一個圓形的柵欄，可以防止小偷和野生動物。唯一的入

口是一個狹窄的開口，被稱為「閘門」，它沒有門的功能。

相反，牧羊人用自己的身體堵住了開口。這正是耶穌所說

的：「我就是羊的門」（約翰福音 10:7）。 

  



 

忠誠的立場 

 

牧羊人和他們的羊群之間的聯結甚至體現在希伯來語中！

「牧羊人」的希伯來文是 ro'eh ( ֹרֵעה)，這與另一個希伯來

語詞 re'ah (  ֵרע)密切相關，意思是「夥伴」。因此，希伯來

文肯定了牧羊人是出於團契和奉獻而保護羊群的觀點。 因

此難怪許多偉大的聖經領袖都是牧羊人，如：亞伯拉罕、

大衛和摩西，就是其中幾例。 

 

文章出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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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23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

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

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敵人

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

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好牧人耶穌獻上自己的生命作為代價，保護他所愛的羊群，

願人都能認識並信靠大牧者耶穌，以建立美好的生命聯結，

使靈魂甦醒，一生行走義路，得著福杯滿溢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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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