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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拒絕 

烏克蘭的 NSO間諜軟體要求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表示，從 2019 年開始，基

輔就希望取得「飛馬」軟體。該報披露，這家以色列公司

也基於相同理由，退出與愛沙尼亞的交易，不打算提供他

們手機駭入技術。 

 

英國《衛報》週三報導，過去幾年來，烏克蘭一直未能成

功遊說以色列，授權取得頗具爭議的間諜軟體「飛馬」

（Pegasus），以用來對付俄羅斯。 

 

英國《衛報》報導引述一名直接瞭解情況的消息人士表示，

至少從 2019 年開始，烏克蘭就已提出這些要求，但以色列

擔心得罪俄羅斯，因此回絕這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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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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NSO 集團在薩皮爾

（Sapir）的建築外觀與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

（Collage 合成照片/美聯社） 

 

這個頗具爭議性的「飛馬」技術來自 NSO 集團。經多家媒

體報導披露，其技術被獨裁政府用來針對異議人士、記者、

人權運動人士，甚至包括多名美國國務院官員後，美國拜

登政府最近將 NSO集團列入黑名單。 

 

「飛馬」是功能強大的工具，可以讓營運商滲透對象手機，

收集當事人手機內的簡訊、聯絡人和定位記錄等內容。 

 

烏克蘭資深情報官員對《衛報》表示，以色列的決定讓基

輔政府「感到不解」，並補充表示，美國政府支持烏克蘭

這項要求。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也報導該問題，並援

引另一名烏克蘭官員的說法表示，烏克蘭政府也對以色列

感到失望，認為這項技術原可以用來監控俄羅斯入侵前幾

個月的軍事進展，讓基輔對於接下來要發生的情況更能清

楚掌握。 

 

 
2022 年 3 月 20 日，烏克蘭士兵行走在基輔附近的前線。（Genya 

SAVILOV/法新社） 

 

熟悉內情的消息人士對《衛報》表示，以色列擔心，授權

NSO 集團將飛馬軟體賣給烏克蘭，會被視為對俄羅斯情報

單位的入侵行動。 

 

正是出於相同的擔憂，讓 NSO 背棄協議，不對愛沙尼亞販

售飛馬軟體。愛沙尼亞是另一個小心提防克林姆林宮的俄

羅斯鄰國。 



 

《衛報》報導指出，NSO 曾在 2019 年與愛沙尼亞塔林

（Tallinn）政府達成協議，讓愛沙尼亞取得間諜軟體，卻在

幾個月後撤銷協議。 

 

《紐約時報》表示，愛沙尼亞政府甚至為了取得間諜軟體，

支付了 3,000萬美元訂金。 

 

根據《以色列時報》的報導，烏克蘭最近一次要求提供間

諜軟體是在去年八月。報導指出，當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

邊境集結時，以色列卻拒絕這項要求。 

 

NSO 集團回應這項報導時，對《衛報》表示：「有關媒體

所謂 NSO 客戶的報導並不屬實，都只是謠傳和政治影射，

絕非事實。」 

 

該公司補充道：「以色列國向來都是依照 2007 年《國防出

口管制法》（Defense Export Control Act）來規範網路產品

的行銷與出口。」 

 

以色列國防部對《以色列時報》表示：「有關出口管制的

政策決定都需要考量國家安全與戰略，其中包括遵守國際

協議。就政策面來說，以色列國核准出口的網路產品，只

提供各國政府機關作為合法用途，並只限於用來防範及調

查犯罪事件與反恐，其使用須接受政府採購提供之最終用

戶聲明的約束。 

 



 

 
2022 年 3 月 21 日，烏克蘭基輔購物中心在遭到轟炸後，消防人員

試圖撲滅周圍火勢。（美聯社照片/Felipe Dana）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以色列就像走鋼索一樣，既

要提供基輔某些支援，但又不能得罪俄羅斯。俄羅斯在以

色列北方邊境外的敘利亞仍維持大量駐軍，以色列也嘗試

在烏俄兩國之間進行調解。 

 

烏克蘭副總理費多羅（Mykhailo Fedorov）對《衛報》表示：

「以色列政府目前並未參與任何攻擊性技術的討論或提供

協助。但我們持續與市場上許多以色列公司洽談，目前已

進入不同階段。但我要再次重申：「我們有足夠能力維持

贏面，我們每天都在增加不同的新技術工具，其中包括使

用新興科技工具。」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2/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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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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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為以色列在烏俄兩國中站對神所托付的位置上禱告，

也為著還有許多在等候回歸中的烏克蘭猶太人禱告，求主

幫助供應一切所需！ 

  



 

國會議員警告說，以色列最好與美國

對抗俄羅斯，否則就會有麻煩 

 

反川普的共和黨議員表示，美國對以色列的軍事援助可能

岌岌可危 

 

 
與越來越多的國會議員一樣，美國眾議員亞當．金辛格（Adam 

Kinzinger）對以色列未能加入西方制裁俄羅斯並不滿意。（照片：

EPA-EFE/JIM LO SCALZO） 

 

隨著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對俄羅斯及其領導人弗

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的言論不斷升級，以色列

在入侵烏克蘭問題上保持準中立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上周，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在通過視訊（Zoom）向以色列議會發表談話時，

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公開質疑以色列為什麼不像其他西方

國家那樣援助烏克蘭。 

 

澤倫斯基的演講，特別是他多次提到大屠殺，立即遭到以

色列政客的抨擊。 

 

但烏克蘭領導人對以色列的苦口婆心，確實引起了美國國

會一些人的共鳴，澤倫斯基一週前曾在國會發表演說，其

中包括眾議員亞當．金辛格（Adam Kinzinger）。 

 

金辛格可能被多數人所熟悉，他是共和黨內部對前總統唐

納德．川普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之一。他也不避諱與也許是

美國在世界上最親密的盟友：以色列打交道。 

 

「對以色列的提問非常好，」金辛格在推特上回應澤倫斯

基對以色列議會的尖銳言論。「以色列對烏克蘭的反應，

將影響美國未來對以色列的援助。」他補充說，這表明以

色列每年從美國獲得的 60億美元軍事援助可能岌岌可危。 

 

金辛格的立場在許多共和黨人看來並不妥當，他面臨著一

波批評。但這只會讓他加倍努力，正如他在後續的推特上

解釋的那樣： 

 



 

「關於以色列的話題：我今天抓住了外交政策的第三條軌

道，正如我所說，以色列需要選邊站，未來的援助可能受

到威脅。我想更多地強調這一點，讓我解釋一下。」 

 

「我堅決支持我們與以色列的關係。但支持朋友並不意味

著我們忽略歧見。我們一直與以色列站在一起，未來也將

持續。」 

 

「但此刻有一場善與惡之間的戰鬥，是基於原始力量的世

界、還是基於二戰後統治的世界。每個人都必須選擇一個

陣營。這場戰鬥的結果將影響我兒子成長的世界，現在是

時候呼籲那些沒有竭盡全力的人站出來。」 

 

「如果我們不想直接攻擊俄羅斯，那麼我們的籌碼就是全

世界團結起來，對烏克蘭人民提供制裁和援助。這包括所

有人，以色列沒有特別的豁免權。希望他們能做正確的事

情。」 

 



 

日益加劇的不滿情緒 

 

《以色列早報》週日報導說，耶路撒冷政府對自己在俄羅

斯－烏克蘭戰爭中的立場，一直在悄悄地盡量減少對美以

關係的損害。 

 

雖然金辛格直言不諱地批評，但共和黨內還有其他知名人

士同樣也對以色列的立場感到不滿，其中包括琳賽．格雷

厄姆（Lindsay Graham）和特德．克魯茲（Ted Cruz）等有

權勢的參議員。 

 

到目前為止，他們的不滿只在華盛頓的親以色列分子那裡

得到側面的表達。但戰爭拖得越久，以色列試圖發揮公正

調停作用的時間越長，以色列在國會山莊面臨兩黨敵意的

可能性就越大。 

 

以色列最終將站在美國一邊 

 

在這場衝突開始時，已經有人擔心，保持準中立的努力可

能會危及以色列在華盛頓的地位。當時，以色列外長亞伊

爾．拉皮德強調，最終，以色列將永遠站在美國一邊。 

 

「以色列與美國站在一起是很自然的，」拉皮德在 2 月下

旬告訴 12頻道新聞。 

 

他的話立刻得到以色列政府同僚們的響應。 

 



 

「最後，如果我們不得不選擇，我們將選擇與美國同一

方，」以色列議會外交和國防委員會主席拉姆．本-巴拉克

強調說。 

 

「顯然，在這個故事中，我們的心是與美國人站在一邊

的。」僑務部長納赫曼－薩伊（Nachman Shai）補充道。

「我們知道我們在國際地圖上的位置。以色列和美國的歷

史緊密相連，我們的價值觀和利益是一致的，我們的心是

向著美國的。」 

 

那麼，是什麼導致這種情況？ 

 

那麼，為什麼以色列願意冒著與美國關係惡化的風險，通

過不加入對俄羅斯的制裁，來保持某種形式的中立呢？ 

 

正如我們之前報導的那樣，可以歸結為三點： 

 

1. 以色列必須保留對伊朗軍隊及其在敘利亞的代理人的行

動自由，敘利亞目前基本上由俄羅斯軍方控制。這樣做

需要與莫斯科保持良好的關係。 

 

2. 烏克蘭和俄羅斯仍然擁有大量的猶太人口，如果猶太國

家站在某一方，以色列很擔心會成為當地敵對的目標。

這兩個國家都有反猶太人的大屠殺歷史。 

 



 

3. 耶路撒冷仍然認為，通過外交手段迅速結束衝突，可以

發揮最大的作用，而以色列與雙方關係良好，是世界舞

臺上少數能夠發揮這一作用的行動者之一。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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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3-24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都要愛他！耶和華保護誠實人，足

足報應行事驕傲的人。凡仰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壯膽，

堅固你們的心！ 

 

為著以色列能勇敢站立在烏俄戰爭中神所托付的列國祭司

的位置禱告，也為烏俄戰爭早日止息禱告，求主的慈愛和

憐憫臨到，讓無辜的生命受到保護。 

  



 

烏克蘭報告：戰爭進入第 32天 

 

 
2022 年 3 月 27 日，在烏克蘭斯托揚卡，一名烏克蘭軍人站在被嚴

重破壞的建築物中。（照片來源：美聯社/Vadim Ghirda）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32天 

 

自俄羅斯入侵鄰國烏克蘭，發動一場毀滅性戰爭，已經過

了 32天。  

 

下週舉行新的烏克蘭－俄羅斯會談 

 

烏克蘭表示，基輔和莫斯科的談判代表之間的第二輪衝突

談判，將於週一在土耳其舉行。 

 



 

「今天，在另一輪視訊談判中，決定於 3 月 28 日至 30 日

在土耳其，舉行兩個代表團的下一輪面對面會談。」烏克

蘭談判代表兼政治家大衛·阿拉卡米亞（David Arakhamia）

在 Facebook上寫道。 

 

俄羅斯在衝突中的首席談判代表弗拉基米爾．梅丁斯基

（Vladimir Medinsky）證實了即將與烏克蘭進行的談判，但

給出的時間框架略有不同，他說會談將於週二開始，週三

結束。－法新社 

 

拜登與普京對峙 

 

 

 



 

 

 

澤倫斯基稱俄羅斯商人向烏克蘭提供支持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週日表示，烏克蘭收到了俄羅斯商人

的支持，基輔將為任何支持烏克蘭對抗莫斯科的人提供庇

護。 

 

在接受俄羅斯記者採訪時，澤倫斯基表示，他收到來自俄

羅斯商人的支持信號，其中包括羅曼．阿布拉莫維奇

（Roman Abramovich）。 

 

這位烏克蘭領導人說，這些商人告訴他，他們想「做點什

麼」並「以某種方式提供幫助」，以緩和俄羅斯目前對烏

克蘭長達一個月的軍事攻擊。 

 

「有些人說，他們準備在戰後幫助重建國家。」澤倫斯基

說。－法新社 



 

推趣（Twitch）直播主為烏克蘭募集 226,000美元的捐款 

 

 

 

澤倫斯基說，烏克蘭「認真」考慮中立問題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基輔的談判代表正在研究俄羅

斯對烏克蘭中立的要求－這是莫斯科在衝突談判中的一個

關鍵問題。 



 

「對我來說, 可以理解談判的這一點，它正被討論，也被仔

細研究。」澤倫斯基告訴幾個獨立的俄羅斯新聞機構。－

法新社 

 

馬里烏波爾是一個被完全摧毀的地方 

 

 

 

烏克蘭內政部顧問：俄羅斯摧毀烏克蘭燃料和食品儲存庫 

 

https://twitter.com/shaunwalker7/status/1507866466208686080?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tweetembed%7Ctwterm%5E1507866466208686080%7Ctwgr%5E%7Ctwcon%5Es1_&ref_url=https://www.i24news.tv/en/news/ukraine-conflict/1648354593-ukraine-report-32-days-of-war


 

烏克蘭內政部顧問瓦迪姆．德尼森科（Vadym Denysenko）

週日表示，俄羅斯開始摧毀烏克蘭的燃料和食品倉庫。 

 

這意味著政府將在不久的將來，將不得不分散貯存。  

 

德尼森科在接受當地電視台採訪時表示，俄羅斯部隊正陸

續抵達烏克蘭邊境，並可能會做出新的嘗試，推進入侵行

動。  

 

週日同意有兩條疏散通道，包括從馬里烏波爾撤離 

 

烏克蘭副總理伊琳娜．韋列舒克（Iryna Vereshchuk）說，

烏克蘭和俄羅斯週日同意兩條「人道走廊」疏散平民，包

括允許人們乘坐私家車從南部城市馬里烏波爾離開。 

 

俄羅斯用巡弋飛彈襲擊了烏克蘭的利沃夫 

 

俄羅斯國防部週日表示，俄羅斯用高精準度巡弋飛彈襲擊

了烏克蘭西部城市利沃夫的軍事目標。 

 

俄羅斯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說：「作為特別軍事行動的一

部分，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繼續採取進攻行動。」 

 

分離主義地區盧甘斯克可能舉行投票 

 

烏克蘭盧甘斯克分離主義地區負責人表示，該地區為可能

成為俄羅斯的一部分舉行公投。 



 

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奧列格．尼科連科（Oleg Nikolenko）

抨擊這一提議是俄羅斯持續「破壞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

的一部分作為。－法新社 

 

超過 380萬難民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已有 3,821,049 名烏克蘭人逃離該國，

比前一天的數字增加了 48,450人。 

 

其中大約 90%是婦女和兒童。聯合國估計，烏克蘭還有 650

萬人流離失所。－法新社 

 

新聞來源：i24 NEWS 

新聞日期：2022/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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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8-11 

你們來看耶和華的作為，看他使地怎樣荒涼。他止息刀兵，

直到地極；他折弓、斷槍，把戰車焚燒在火中。你們要休

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

尊崇。萬軍之耶和華與我們同在；雅各的神是我們的避難

所！ 

 

求神在烏俄兩地彰顯奇妙作為，叫主政者的心悔改，能行

公義好憐憫，止息戰火，與神同行！奉主名宣告神的名在

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萬軍之耶和華和苦難

者同在，雅各的神是所有人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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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