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38 期 
 

 

以色列願意調解俄烏兩國的談判 

 

以色列試圖站在旁觀者的位置，卻仍然被捲入現今的的大

國政治中。 

 

 
2020 年 1 月，猶太人的烏克蘭總統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在西牆。

以色列將主持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停火談判。（照片來源：Shlomi 

Cohen/Flash90） 

20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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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以色列盡最大努力保持低調，但仍在許多方面都被推

到俄烏戰爭的聚光燈下。 

 

以色列第 12 頻道新聞報導表示，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

奈特（Naftali Bennett）週日早上與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

普丁（Vladimir Putin）通了 40 分鐘的電話。俄羅斯官方媒

體隨即報導，以色列已提出主持與調解俄羅斯與烏克蘭之

間的停火談判。 

烏克蘭總統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在週五與以色列領導人

談話時，第一時間要求班奈特總理在兩個交戰國家間進行

調停和斡旋。澤連斯基希望談判能在耶路撒冷或任何地方

舉行。 

 

「我們希望談判在耶路撒冷進行。我們認為以色列是可以

在戰爭中舉行這項談判的國家。」以色列公共廣播電台

（Kan public broadcaster）引用澤倫斯基對班奈特所說的話。 

 

烏克蘭駐以色列大使葉夫根．科爾尼丘克對《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表示：「我們相信以色列是世界上

唯一與烏克蘭和俄羅斯兩國都有著良好關係的民主國家。」 

 

以色列內政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在第

12 頻道的採訪中進一步證實了澤倫斯基的要求，但她表示

現在必須謹慎，並不會透露太多細節。 

 



 

「我非常謹慎。這項請求已收到，目前正在處理，其餘細

節無需多說。」沙凱德說。 

 

同樣在週六，以色列議會議長米基．列維（Mickey Levy）

致電給烏克蘭議長魯斯蘭．奧列克西約維奇．斯特凡楚克

（Ruslan Oleksiyovych Stefanchuk），後者重申要求以色列

安排、主持與調解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停火談判。 

 

美國試圖將以色列從陰影中拉出來，週末時公開要求以色

列在聯合國安理會簽署譴責俄羅斯的決議，然而以色列渴

望保持中立的態度，拒絕簽署該項決議。 

 

以色列與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有著牢固且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的關係，兩國都擁有大量的猶太人口。由於這些原因，以

色列一直努力在這場衝突中不偏袒任何一方。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2/27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歷代志下 19:7 

現在你們應當敬畏耶和華，謹慎辦事；因為耶和華─我們

的神沒有不義，不偏待人，也不受賄賂。 

 

申命記 31:6 

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

華─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禱告 

求神賜給以色列剛強壯膽的心，在調解烏克蘭與俄羅斯兩

國的停火談判中，使以色列能成為帶下神公義的角色，願

神的憐憫與平安臨到烏俄兩國，讓談判能順利達成停火並

止息戰爭。也求主幫助正在等候回歸以色列的烏克蘭境內

猶太人！ 

  



 

以色列從烏克蘭救出黎巴嫩公民 

 

以色列政府代表表示，以色列幫助阿拉伯人逃離飽受戰爭

蹂躪的國家。 

 

 
以色列人繼續抗議著俄羅斯的入侵，並努力從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

蘭撤出公民，顯然連鄰國的阿拉伯公民也一併救出。（照片來源：

Tomer Neuberg/Flash90） 

 

這是另一個看見以色列真實對待阿拉伯鄰國的例子，當猶

太人和阿拉伯人都發現自己被困在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

時，而猶太國家是他們逃脫的唯一希望。 

 

以色列一直努力讓目前在烏克蘭的數千名以色列公民離開

該國。由於等待太久的時間，以及現在無法飛出烏克蘭，

他們必須進行一次漫長且危險，並透過陸路向著西方前往

鄰國的旅程。 



 

為了協助這項工作，以色列外交部和其他組織正在安排巴

士要將以色列人載往邊境的過境處。 

 

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的一名阿拉伯記者報導說，

一名黎巴嫩公民發現自己被困在烏克蘭，並沒有期待能得

到黎巴嫩政府的援助，但他和一群以色列阿拉伯人一起逃

跑時，當以色列阿拉伯人詢問這名黎巴嫩公民是否可以乘

坐以色列安排的巴士時，以色列官員的回應是：「絕對沒

問題！」 

 

這才是以色列對待阿拉伯人的真面目。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2/27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馬可福音 12:30-31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說：

要愛人如己。再沒有比這兩條誡命更大的了。 

 

禱告 

感謝神，讓以色列在烏俄戰爭期間，不只帶自已的百姓離

開烏克蘭，也同樣伸出橄欖枝給鄰國的黎巴嫩百姓，願猶

太人與阿拉伯人得以繼續和睦相處彼此相愛。 

  



 

猶太人可以從基督徒身上學到什麼 

 

我們需要瞭解為何我們會這樣思考，以及該如何看待這樣

的思考。 

 

 
（照片來源：Noam Revkin/Flash90） 

 

個人瞭解並建立自己的世界觀是相當明智而有用的做法，

即使這樣的理解通常未經修飾、定義或不完整。我的世界

觀是建立在宗教信仰與靈性上。在我致力於瞭解我個人的

世界觀時，我瞭解到這個世界觀是由許多方面所組成的。

有些我看得見也能夠明白，但即使這些面向也只是當中的

一部分。 

 

  



 

我開始意識到，我個人的世界觀是透過猶太教的角度，也

就是從「後福音派」 (Post evangelical)、「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宗教存在主義」(Religiously Existential)、

「哲學性宗教觀」(Philosophically Religious)、「新哈西迪」

(Neo-Hasidic) 和「新正統派」(Neo-Orthodox) 的角度來看這

個世界。當我試著將這些想法加以整理，並指出形塑我世

界觀的各部分時，我會將每個部分與特定的思想家進行連

結。這不是說我的觀點正確地反映這些思想家的想法，也

不是說我試著完整描述他們的想法。而是我試著將著名思

想家的想法與自己的觀點相連結，並對他們的想法加以詮

釋，再將這些想法融入到我的生活中，藉以形塑我個人的

觀點。 

 

或許這種種的思考能夠讓其他人有所啟發，反省為何我們

會用這樣的方式思考、信仰宗教以及看待這世界。以至於

幫助我們，導引我們的生活向前邁進，為我們這段尋找真

理、人生意義與自我實現的旅程中提供指引，讓我們對這

段旅程有更清楚的認識。 

 

後福音派 

 

在開始這個系列單元之前，讓我先解釋所謂的「後福音派」

(Post evangelical) 指的是什麼。 

 

過去的猶太教與基督教在許多方面處於對立。不論在宗教

上還是在社會層面，這兩大宗教之間的互動不是對話或相

互尊重，而是衝突、對立與爭論不休。 



 

基督教界對猶太人傳福音也經常採取咄咄逼人的姿態。猶

太教也以反宣教士 (Counter-Missionary) 作為回應。今天這

些情況已有所改變，在西方世界的後現代時代，宗教信仰

與委身似乎處於被動狀態。 

 

我所說的「後現代」(Post-Modern) 不是指「道德相對主義」

(Moral Relativism) 或「虛無主義」(Nihilism)，而是指個人主

義的態度導致群體認同 (Group Identity) 的弱化，有太多資

訊隨時都可以取得，因此削弱了思想與制度樹立的權威。

批判理性主義 (Critical Rationalism) 成了一種普遍的主流思維、

信仰或無信仰方式。 

 

這對宗教信仰來說不一定是壞事，雖然看起來似乎如此。

這對信仰來說，其實也有好處。讓原本接觸不到的宗教思

想增加了曝光度；讓信仰成為個人經驗，不再受到宗教團

體控制，需要他們的認可卻有名無實。對於猶太教和基督

教，還有他們的信徒來說，這表示雙方之間的對話不再侷

限於狹隘的教條論戰。 

 

猶太人和基督徒不再需要互搶地盤。他們現在可以向彼此

學習。猶太教和基督教的發展從西元一世紀開始就是齊頭

並進，而且相互影響。其中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猶太人禱

告時要蒙頭，基督徒傳統上禱告不蒙頭。這並非出於偶然，

代表在中古世紀開始之前，這兩大宗教就彼此對立，造成

雙方發展嚴重失衡。如今顯示各方都願意從不同以往的做

法中受益，而且彼此相互學習。 

 



 

我不打算淡化歷史上多數打著基督教名義對猶太人犯下的

種種罪行。我的意思是，這與我們在這裡討論的內容無關。

今天的基督徒不該為中古世紀對猶太人犯下的罪行負責。

同樣地，我不會單單因為自己曾經是以色列國防軍士兵，

就要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或是過去幾代以

色列人犯下的其他罪行負責。這部分不是我們所處世代的

責任。 

 

知己前要先知彼 

 

 
邁克·威西格拉德 (Michael Wyschogrod) 

照片：創用 CC (Creative Commons) 

 

猶太神學家邁克·威西格拉德（Michael Wyschogrod；1928-

2015）代表我這方面的想法，並影響我的世界觀。他在哲

學與宗教教育上有很深的造詣，而且精通神學。 



 

他既是神學家、哲學家，更是宗教思想家，並具有知識涵

養與精神內涵。 

 

他從正統派猶太人的角度出發進行思考與寫作，在持守猶

太人對基督教的清楚界線中，又主張與基督教進行對話是

猶太教認識自己的必要步驟。基於這個想法，你可以藉由

檢視自身觀點的界線，與察覺「他者」(The Other) 的起點來

瞭解自己。對猶太教來說，基督教就是他者，不是伊斯蘭

或是任何其他宗教。猶太教和基督教不只有共通的歷史，

還共同擁有《希伯來聖經》(Hebrew Bible) 的神聖文本。猶

太教只能與基督教真正進行宗教之間的神學對話。欲作好

鄰居，先修好籬笆 (Good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要認

識自己之前先從認識對方開始。 

 

威西格拉德指出，猶太人可以從基督教學習認識神學。猶

太教當然也有各派神學，但卻往往不是這麼直接易懂。 

其代價是猶太正統派內部的各派別都受到外來神學思想的

影響，但在猶太教內卻沒有適當論述來消弭神學觀念相互

矛盾帶來的鴻溝，或能夠從中受益。 

 

威西格拉德呼籲神學應該要明確。他與瑞士知名的神學家

卡爾·巴特 (Karl Barth) 保持聯繫。根據梅爾·索洛維奇克 

(Meir Soloveichik) 的說法，他甚至自稱是猶太巴特。巴特代

表一種以忠於《聖經》文本為主要詮釋方式的神學實踐。

這種方式接受文本詮釋超出字面意義，但不能斷然否定文

本，或在詮釋時缺少「知識上的誠信」(intellectual integrity)。 

 



 

威西格拉德直言不諱地批評哲學對猶太神學造成的影響，

尤其是傑出猶太哲學家邁蒙尼德（Maimonides；又稱拉姆

巴姆 Rambam）帶來的影響。 

 

直到今日，邁蒙尼德依然是備受景仰的猶太律法權威，以

及 12 世紀的猶太思想哲人，但他主張的抽象哲學思想有時

無法真實反映《聖經》中的上帝。邁蒙尼德推崇亞里斯多

德，並且從這個角度來詮釋《聖經》，讓《聖經》神學的

所有字面意義實際上都隱含著哲學概念。邁蒙尼德這種詮

釋方法以極深奧的方式寫作與出版，以至於欠缺明確的神

學立場讓其他人可以進行思考與探討。 

 

 
研經中的拉姆巴姆。照片：公眾領域授權 (Public domain) 

 

我關切的不是邁蒙尼德，我在這裡不一定能恰如其分地代

替他說話。 



 

我主要關切的是神學思考、《聖經》詮釋，以及追求屬靈

真理。邁蒙尼德代表的是猶太教中從理性層面追求認識上

帝。一個人對上帝的認識會影響他們對《聖經》的詮釋，

也會影響他們日常生活中對信仰的想法與實踐—不論我們

是否意識到這種影響。我關切的是猶太教中讓《聖經》與

《聖經》中的上帝失去任何實質屬靈意義的基本神學觀，

因為上帝被簡化為哲學概念。 

 

這道藩籬的另一面就是威西格拉德的立場，他毫無疑問地

承認自己的立場接近基督教。根據定義，《聖經》中的上

帝是有位格的上帝 (Personal God)。他是以色列的上帝，也

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及其後裔的神。上帝的特性就是

愛，這位介入世界與歷史的上帝是眾人祈求的對象。 

為了猶太教的屬靈健全而向基督教學習，這樣重要的根本

修正有其必要。當然，基督教也能夠從學習猶太教中獲益

良多，但我在這裡關心的是，猶太教可以從研究基督教學

習認識自己。 

 

這種以信仰為基礎的世界觀仍然願意敞開心聆聽另一方，

並向對方學習，因此被稱作「後福音派」(Post-Evangelium)，

以威西格拉德為其代表。因為這種世界觀超越中古世紀時

代的宗教辯論與迫害，理解我們在歷史上的定位。這是一

種由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 促成的多元主義。我將在

下一篇文章中討論後現代主義。 

 

當有人不能確定其立場時，就沒有安全感。那麼這個人也

就無法真正與人交往。 



 

這種缺乏對話的代價就是減少學習與發展停滯。傳統的宗

教辯論和護教學 (Apologetics) 也缺乏對話，沒有為那些願意

傾聽與接受改變的人留下太多空間。 

 

正如我所說的，神學本身只是猶太教如何從基督教受益的

其中一個例子。這也是猶太人可以向基督徒學習的例子，

瞭解《聖經》中的上帝是一位願意介入這個世界、有位格、

永活且慈愛的上帝，而不是激發猶太教許多人的想像，只

是抽象哲學與人文主義的神。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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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3:1-2 

這樣說來，猶太人有什麼長處？割禮有什麼益處呢？凡事

大有好處：第一是神的聖言交託他們。 

 

羅馬書 11:11-12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嗎？斷乎不是！反倒因他

們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若他們

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

何況他們的豐滿呢？ 

 

為主在這世代使猶太人和基督徒能有一個新的交流方式和

機會而感恩！願主繼續行奇事，使猶太人和外邦基督徒真

能成為一個新人，蒙神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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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