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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情報顯示                                        
俄軍已完全撤出烏克蘭北部 

 
特俄軍從伊久姆市（Izium）向南推進。烏克蘭軍方報告指

出，白俄羅斯民間軍事公司組成新的「志願軍」軍團。 

 
2022 年 4 月 7 日，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基輔地區的博羅江卡 

（Borodyanka），清理人員行經俄軍轟炸下遭破壞的建築物。（照片

來源：MARKO DJURICA/路透社） 

202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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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英國軍方週五上午的最新情報顯示，隨著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的行動進入第 44天，俄軍已完全撤出烏克蘭北部。 

 

根據最新情報指出，撤出烏克蘭北部的俄軍已進入俄羅斯

盟國白俄羅斯境內，至少部分軍隊將移往烏克蘭東部的頓

巴斯（Donbas）地區作戰。 

 

在俄軍立即進行大規模重新部署前，至少還需要一週時間

完成大量補給。 

 

根根據烏克蘭武裝部隊參謀本部（General Staff of the Armed 

Forces of Ukraine）情報，白俄羅斯部隊正在全國各地演習

場進行作戰與戰鬥訓練，多達四個戰鬥營加強戍守在烏克

蘭與白俄羅斯邊境。 

 

此外，外界也擔心俄軍會從白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空襲與

使用飛彈攻擊。 

 

根據烏克蘭軍方表示，俄羅斯正在「挑選白俄羅斯人，擔

任所謂『志願役』」，希望組成民間軍事公司的新軍團。 

 
雙方談判 

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Mykhailo Podolyak）週五表示，

俄羅斯與烏克蘭官員持續在線上進行談判，盼終結雙方的

敵對狀態。不過，波多利亞克表示，自從烏克蘭從俄羅斯



 

手中收復布查（Bucha）這個城市，發現所謂「布查大屠殺」

後，談判氣氛已發生相當大的變化。 

 

這名顧問補充道，目前身處戰爭前線的俄軍「沒有任何優

勢」。 

 

他進一步批評，烏克蘭與俄羅斯之間任何可能的暫時停火，

都是「拖延一場未來將發生的戰事」，烏克蘭不需要這樣

的停火。 

 
持續在烏克蘭東部與南部戰鬥 

 
根據英國軍方最新情報顯示，雖然俄軍似乎終於從烏克蘭

北部撤離，但俄軍依然持續在烏克蘭南部和東部進行轟炸，

尤其俄軍從在自己控制下具有戰略重要意義的伊久姆市，

進一步往南推進。 

 
烏克蘭官員表示，俄軍已經為了展開新一波攻擊進行重新

整編，而且莫斯科計畫在頓巴斯（Donbas）地區盡可能搶

奪更多領土。 

 
根據烏克蘭軍方表示，俄羅斯部隊持續推進頓內次克州

（Donetsk Oblast），尤其是被圍困的港口城市馬立波

（Mariupol），在不斷出現人道危機的情況下依然持續堅守，

另外還有波帕斯納（Popasna）和魯比日內（Rubizhne）等

城鎮。 



 

馬立波市長博伊成科（Vadym Boychenko）在一個禮拜前估

計港口城市亞速海（Sea of Azov）約有 5,000 名平民死亡，

目前還有數萬人依然受困，沒電可用，缺乏糧食供應。 

 

根據烏克蘭外交部表示，馬立波的建築物有九成遭到摧毀。 

 

烏克蘭表示，他們打算週五開設多達 10 條人道走廊，希望

撤離受困的平民。但要從被圍困的馬立波撤出，平民得借

助私人交通工具。 

 

不過，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亞克表示，目前討論可能從

海上撤離馬立波居民。 

 

烏克蘭副總理韋列舒克（Iryna Vereshchuk）宣布，目前規

劃的 10條安全走廊都設在烏克蘭南部和東部。 

 

韋列舒克表示，這些走廊旨在讓平民從盧甘斯克州

（ Luhansk）、頓內次克州（ Donetsk）和札波羅熱區

（Zaporizhzhia）等地撤離。 

 

韋列舒克表示，週四已有 4,676 名平民從烏克蘭多個城鎮和

城市撤出。 

 
俄羅斯軍隊也持續包圍烏克蘭第二大城哈爾科夫

（Kharkiv），甚至埋設地雷阻擋烏克蘭軍隊。 

 



 

根據烏克蘭軍方表示，過去 24 小時內，在由親俄派分離主

義分子嚴密控制的頓內次克州（Donetsk）和盧甘斯克州等

地，烏克蘭軍隊已擊退俄軍七次的進攻。 

 

盧甘斯克州長蓋戴（Serhiy Gaidai）表示俄羅斯正在該地區

集結軍隊，但並未突破烏克蘭防線。 

 

烏克蘭國家鐵路公司週五表示，俄羅斯 2枚飛彈擊中烏克蘭

東部的克拉馬托爾斯克火車站（Kramatorsk）。 

 

這座車站是用來將平民從俄軍所轟炸地區撤離。事實上，

根據頓內次克州州長基里蘭科（Pavlo Kyrylenko）的說法，

當時數千名平民正在車站準備撤離。。 

 

基里蘭科表示目前還不清楚實際傷亡人數，但擔心可能造

成數十人死亡或受傷。 

 

鐵路公司表示，這次攻擊事件造成 30 多人死亡，超過 100

人受傷。 

 

俄軍持續對烏克蘭一些地區的民用基礎設施進行空襲和砲

擊。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Ukrinform）的報導引述敖得薩地區軍

事管理局發言人的說法，俄軍整夜對敖得薩 (Odesa Oblast) 

發射飛彈。即使烏克蘭空軍能夠攔截這些飛彈，但飛彈仍

有可能打向摩爾多瓦首府提拉斯浦機場 （Tiraspol）。 



 

聯合國中東和平進程特使托爾‧文內斯蘭（Tor Wennesland）

表示對這次攻擊感到震驚不已，並譴責哈馬斯慶祝這樣的

恐怖攻擊事件。 

 

敖得薩鄰近摩爾多瓦親俄派分離勢力控制的聶斯特河沿岸 

（Transnistria）地區。摩爾多瓦擔心，俄羅斯利用聶斯特河

沿岸作為進一步支持俄軍持續入侵的手段。 

 

根據俄羅斯塔斯社（TASS）週五引述俄羅斯國防部的報導，

在敖得薩附近，俄羅斯飛彈擊中並摧毀一外國傭兵中心，

該中心用來集結並訓練幫烏克蘭對抗俄軍的外國傭兵。 

 

俄羅斯塔斯社的報導引述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

少將（Igor Konashenkov）的話，少將表示：「俄羅斯的空

襲與飛彈攻擊，已摧毀烏克蘭 81處軍事設施。 

 

該報導還有後續發展。 

 

感謝路透社協助完成這篇報導。 

 

新聞出處：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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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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2:1-2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

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

無事的度日。 

 
那鴻書 1:7 

 

耶和華本為善，在患難的日子為人的保障，並且認得那些

投靠他的人。 

 

願烏克蘭與俄羅斯兩國的領導人，能有憐恤百姓的心，做

出對人民好的選擇並使戰爭停止，也願神成為正在流離失

所的難民的依靠，救他們脫離戰爭，得享從神來的平安。  



 

以色列安全部隊 
找到並槍殺特拉維夫恐攻 

 

特拉維夫恐怖攻擊的襲擊者，經過確認後證實其身份為來

自傑寧（ Jenin）的巴勒斯坦人，他被發現躲藏在雅法

（Jaffa）的清真寺。以色列國家安全局調查顯示該名巴勒斯

坦男子沒有「明確隸屬於任何組織」或其他犯罪記錄。 

 

 
2022 年 4 月 7 日，以色列士兵在特拉維夫市迪岑哥夫街（Dizengoff 

street）的恐怖攻擊案發現場搜索。此次恐怖攻擊造成兩人死亡，另

有多人受傷。（圖片來源：Noam Revkin Fenton /Flash90） 

 

週五早些時候，該名先前在特拉維夫發動攻擊的恐怖份子，

在沿海城市長達數小時的大規模搜捕與槍戰中喪生。 

 



 

這名男子後來經過確認是來自約旦河西岸北部傑寧（Jenin）

28 歲的拉德‧哈澤姆（Ra'ad Hazem），他被發現躲在雅法

（Jaffa）一座清真寺附近，之後被以色列國境警察特勤隊

（Yamam）反恐部門和以色列國家安全局（Shin Bet）人員

槍殺。 

 

據《國土報》（Haaretz）引述之安全部門消息所稱，當他

們到達清真寺查看監視器時，以色列國家安全局找到了哈

澤姆的下落。 

 

逮補哈澤姆所引發的槍戰並未造成以色列人傷亡。 

 

根據以色列國家安全局的說法，哈澤姆沒有「明確的組織

隸屬關係」，也沒有任何犯罪記錄。 

 

安全部門表示針對此次恐怖攻擊事件的調查仍在繼續。 

 

警察局長科比‧沙布泰（Kobi Shabtai）週五早上表示：

「經過警方、以色列國家安全局與以色列國防軍漫長艱難

的徹夜搜捕行動後，今早我們透過行動與情報的合作成功

完成追捕，並在交火中殺死了恐怖份子。」。 

 

「我們昨晚強調過無論要花費多久時間，我們勢必找到該

名恐怖分子，不管他是死是活，我們都要找到他。」沙布

泰說。「當我們今天早上找到他時，在雅法的以色列國境



 

警察特勤隊和以色列國家安全局的部隊迅速加入搜捕行

動。」 

 

「我們沿著兩大方向進行，透過執行搜捕與情報搜集來進

行，而今天早上透由這兩條路徑，使這場合作的任務順利

結束。」。 

 

「我們將繼續向以色列所有地區與各部門的警方發出最高

級別的警報，包括保護齋戒月第一個星期五的祈禱會。」

他補充道。「我們將如同在特拉維夫所做的那樣，對任何

不尋常的情況進行大規模部署和武力應對，我們將追捕任

何傷害或試圖攻擊以色列公民的人。」 

 

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讚揚安全部隊找到並殺死恐怖攻擊

的襲擊者。 

 

他說：「我們在特拉維夫與全國各地保持最高警覺性，以

防發生進一步的事件或攻擊。」 

 

「以色列舉國上下與遇難者的家屬同哀悼，並為傷者恢復

健康祈禱。以色列對抗殘忍恐怖主義的鬥爭是漫長而艱難

的，但我們終將勝過它。」 

 

總理辦公室表示，班奈特在當天晚些時候與安全官員進行

情況評估。 



 

 
2022 年 4 月 7 日，特拉維夫市迪岑哥夫街恐怖攻擊現場的警方和搜

救人員。（圖片來源：Avshalom Sassoni/Flash90） 

 

週四晚間，哈澤姆在特拉維夫市中心的一間酒吧開火，造

成兩人死亡與多人受傷，這是近幾週內以色列遭受許多襲

擊中最新的暴力事件。 
 

槍擊發生在迪岑哥夫街，週四晚上的酒吧、餐廳與咖啡聽

擠滿了人，卻在轉瞬間變成一片混亂和恐慌的場景。 

 

槍手走到擁有大型戶外座位區，十分熱門的艾卡（Ilka）酒

吧，當他開槍的那刻，恐怖攻擊就開始了。 

 
有十人因槍傷而被緊急送往鄰近的伊奇羅夫醫院（Ichilov 

Hospital）治療，其中兩人後來被宣布死亡。根據報導指出，

這些傷亡者都是 20多歲的平民。 

 



 

醫院週五早上表示，他們正在持續治療八名在襲擊中受傷

的人，其中包括一名情況危急的男子，目前仍然面臨「生

命垂危」的緊急狀態。 

 

據醫院指出另外三名情況危急的傷者已「不再處於危險狀

態」，正在加護病房接受治療。 

 

至於其他四人則被列為輕至中度受傷。 

 

街道上擠滿救護車和救援人員，警方和士兵開始搜索槍手。 

 
搜捕行動持續近 9個小時，其中包括至少 1,000名警察和以

色列國防軍增援部隊，在該地區搜索襲擊者，增援部隊包

括以色列國防軍特種部隊「總參謀部偵察部隊」（Sayeret 

Matkal）和「翠鳥突擊隊」（Sayeret Shaldag，註：以色列

空軍的特種部隊），他們被部署到特拉維夫以幫助執行搜

索行動。 



 

 
2022 年 4 月 7 日，以色列士兵在特拉維夫市迪岑哥夫街的恐怖攻擊

現場搜索，此次襲擊造成兩人死亡與多人受傷。（圖片來源：Noam 

Revkin Fenton /Flash90） 

 

整個晚上，安全部隊要求特拉維夫居民在搜捕行動期間留

在室內，並挨家挨戶尋找任何走動的可疑份子。 

 

以色列領導人最近幾週對巴勒斯坦恐怖攻擊的爆發感到擔

憂，並發誓要進行鎮壓，同時也試圖避免在齋戒月

（Ramadan）期間加劇巴勒斯坦人的憤怒。 

 

槍擊事件打破了自 3 月 28 日以來緊張的平靜，當一名巴勒

斯坦男子在特拉維夫郊區貝內貝拉克（Bnei Brak）開火，造

成 5 人死亡後，幾天前在哈代拉（Hadera）和別是巴

（Beersheba）發生的襲擊被認為是受到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的啟發，並造成了另外六人死亡。 

 



 

沒有任何恐怖組織表示對這次的攻擊負責，但哈馬斯

（Hamas）稱這些恐怖攻擊為「英勇的行動」，更認為是

「對以色列佔領該地區，而升級的自然與合理反應」。 

 

哈馬斯發誓對以色列的「抵抗」還在持續且升級，但沒有

明確對這次的攻擊表示負責，並指出他們反對猶太朝聖者

在逾越節期間參觀聖殿山，因為今年逾越節剛好與伊斯蘭

教的齋戒月期間重疊。 

 

一名伊斯蘭聖戰組織的官員也讚揚了這次恐怖攻擊。 

 

 
2022 年 4 月 7 日星期四，以色列扎卡（Zaka）救援與恢復小隊的成

員在以色列特拉維夫的槍擊現場清理環境。（圖片來源：Ariel Schalit/

美聯社） 

 

外國大使們迅速譴責恐怖襲擊事件。 



 

「看到這場發生在特拉維夫針對無辜平民的恐怖攻擊，實

在感到難以置信。我為著這地區祈禱和平，同時也向遇難

者及其家屬表達哀悼之意。這些恐怖攻擊必須停止。」美

國駐以色列大使湯姆斯‧奈茲（Thomas Nides）在推特上寫

道。 

 

聯合國中東和平進程特使托爾‧文內斯蘭（Tor Wennesland）

表示對這次攻擊感到震驚不已，並譴責哈馬斯慶祝這樣的

恐怖攻擊事件。 

 

「恐怖攻擊並不值得讚賞，這些行為必須停止而且得受到

所有人的譴責。」他在推特上寫道。 

 

歐盟大使迪米特‧坦切夫（Dimitar Tzantchev）稱這次恐怖

攻擊事件「駭人聽聞」。 

 

新聞出處：T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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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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8:17-18 

背負流人血之罪的，必逃跑至死，人不可幫助他。 

 
以賽亞書 41:10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

神。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

你。 

 

為齋戒月與逾越節期間以色列的平安禱告，願耶和華神伸

出祂公義的右手幫助並扶持以色列，也求神安慰恐怖攻擊

罹難者的家屬，願神的安慰臨到他們心中。 

  



 

特拉維夫恐攻後，                               
以色列警戒應對齋戒禱告日 

預計將有超過 100,000 名信徒來到聖殿山祈禱，由於擔心緊

張局勢升溫，以色列部署更多的軍隊在耶路撒冷。 

 

 
2022 年 4 月 1 日，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舊城的阿克薩清真寺參加

星期五的祈禱活動。（圖片來源：Jamal Awad/Flash90） 

 

前一晚特拉維夫發生致命恐怖襲擊後，駐守耶路撒冷的以

色列國防軍，在穆斯林於聖殿山舉行第一次齋戒月星期五

祈禱會前，採取高度戒備狀態。  

 

預計將有超過 100,000 名信徒進入舊城的聖地，警察和以色

列國防軍在耶路撒冷額外部署更多部隊。 



 

在祈禱會之前，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總理

與安全官員進行了情勢評估。 

 

俄在過去兩週四次恐怖攻擊中造成 13 人喪生之後，以色列

採取了預防措施，這是自 2000 年初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

（Second Intifada）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時期。 

 

這些襲擊包括週四晚上的槍擊事件，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

子在特拉維夫市中心的一家酒吧開槍，造成兩人死亡，多

人受傷。 

 

雖然上週在耶路撒冷聖殿山的祈禱會後沒有發生任何特殊

事件，但自上週末齋戒月開始以來，巴勒斯坦人和安全部

隊在耶路撒冷舊城大馬士革門附近每天都爆發衝突。 

 

 
2022 年 4 月 7 日，警察和救援人員在特拉維夫迪岑哥夫街 

（Dizengoff Street）發生致命恐怖襲擊的現場。（圖片來源：

Avshalom Sassoni/Flash90） 



 

這儘管最近發生了許多襲擊，但以色列仍然決定不限制星

期五參加阿克薩清真寺聖殿山祈禱活動的人數。 

 

聖殿山被猶太人和穆斯林視為聖地，該地區被猶太人尊為

他們最神聖的地方，那裡是猶太會堂矗立的地方，也是伊

斯蘭教第三大聖地。 

 

在根據報導，在上週的內閣會議中，一些部長建議以色列

封鎖約旦河西岸或採取其他措施，限制巴勒斯坦人進入耶

路撒冷舊城之後，各安全機構的負責人敦促政府不要在齋

戒月期間執行相反於止息緊張局勢的計劃。 

 

 
2022 年 4 月 4 日，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舊城外的大馬士革門戒備

著，防止抗議者發生衝突。（圖片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以色列公共廣播電台（Kan public broadcaster）報導，警方

預測任何已宣布的計劃都有可能翻轉，引發更多動盪，該

報導還稱警方簽署了一項命令，禁止某些哈馬斯成員在齋

戒月期間到訪耶路撒冷舊城和其他地區。 

 

這去年 5月，緊張的氛圍充斥在齋戒月和耶路撒冷周圍，緊

張局勢升級成以色列與加薩走廊統治者哈馬斯為期 11 天的

戰爭，是數十年來猶太人和阿拉伯以色列人間最嚴重的衝

突。 

 

這週與班奈特總理交談的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II）也警告，只有在齋戒月期間不限制穆斯林進入

阿克薩清真寺，才能保持安定狀態。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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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10 

因此，你們要這樣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名被尊

為聖，願你的國度來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

天上。 

 
詩篇 122:6-7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

興旺。願你城中平安，願你宮內興旺！」 

 

興親愛的天父，你是以色列的聖者！願你的旨意行在以色

列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求你大能的膀臂和耶穌的寶血遮蓋

在以色列的上空，快快止息流人血的罪，願你賜下彼此相

愛和合一在猶太人及阿拉伯人中間，也賜下智慧給以色列

的政府，教導他們以你的公義治理以色列，保護他們進入

你真實的平安！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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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