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45期 
 
 

聖殿山局勢更加緊張 

加薩恐怖團體下達「總動員令」，動員數十萬名巴勒斯坦

人「週五外出」，前往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真寺祈禱。

 
2022年 4月 8日，恐怖組織哈馬斯和伊斯蘭聖戰組織 （Islamic Jihad） 

的支持者在加薩走廊南部參加集會，慶祝特拉維夫發生的槍擊事件。

（Attia Muhammed/Flash90） 

2022.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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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耶路撒冷的聖殿山和阿克薩清真寺 （Al-Aqsa Mosque） 

周邊地區緊張情勢升溫，加薩恐怖組織領袖週三在加薩走

廊召開會議，一致呼籲升級與以色列的衝突。 

 

統治加薩的恐怖組織哈馬斯（Hamas）在週三稍早召開會議，

誓言阻止猶太社運人士在聖地衝突爆發點舉辦活動，並表

示「不計一切代價」。此次會議由加薩地區的哈馬斯領袖

葉海亞‧辛瓦爾（Yahya Sinwar） 主持。 

 

這些加薩恐怖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宣布號召各

地人民一起總動員。我們呼籲數十萬民眾起來保衛我們的

家園和清真寺。」 

 

穆斯林齋戒月 （Ramadan） 聖月期間，通常是局勢高度緊

張的時刻，因為會有成千上萬的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參加祈

禱會。 

 

根據「12 頻道」（Channel 12） 新聞報導，這些組織表示：

「我們號召數十萬巴勒斯坦人民，週五前往阿克薩清真寺，

舉行祈禱禮拜。」這個組織亦表示，加薩所有「派系」都

派代表出席會議。靠海岸的加薩走廊也是其他恐怖組織的

所在地，其中包括哈馬斯的宿敵伊斯蘭聖戰組織（Islamic 

Jihad）。 

 
 
 



 

 
2022年 4月 13日，哈馬斯恐怖組織領袖辛瓦爾在加薩市 （Gaza City） 

的哈馬斯總統辦公室，主持與巴勒斯坦派系成員的會議。（圖片來源：

Attia Muhammed/Flash90） 

 

以色列反恐部隊在約旦河西岸城鎮希瓦德村（Silwad）逮捕

巴勒斯坦嫌犯後，哈馬斯政治局副局長阿洛里（Saleh al-

Arouri）也在週三呼籲升高態勢。 

 

根據週四上午報導，三名巴勒斯坦人週三在希瓦德村和伯

利恆郊外的衝突中遭到以色列軍隊擊斃。以色列新聞網站

瓦拉 （Walla） 報導指出，以色列安全部隊前一天晚上在約

旦河西岸進行突襲與逮捕行動，並在一些地區引發抗議，

雙方展開交火。 

 

阿洛里表示：「我們呼籲全國動員，支持希瓦德村和所有

身陷衝突的地區。」 



 

根據以色列軍方電台 （Army Radio）的報導，約旦河西岸的

法塔赫（Fatah）週四也呼籲巴勒斯坦民眾去到敏感地區，

並「在約旦河西岸各地與以色列國防軍隊（IDF）和定居點

居民展開對峙」。 

 

預料有上萬人參加週五在阿克薩清真寺的祈禱禮拜。大多

數參與齋戒月的穆斯林在沒有入境許可的情況下進入以色

列。以色列通常會嚴格限制巴勒斯坦人的行動，但在節日

期間會鬆綁這些限制，作為其政策的一部分。 

 

允許數千名巴勒斯坦人入境，明顯為以色列帶來安全上的

風險，但在齋戒月期間嚴格取締這些信徒可能會引發暴力

衝突。 

 

聖殿山是以巴衝突的情感中心，該地的緊張情勢很容易演

變成大規模衝突。哈馬斯和其他以加薩為基地的恐怖組織

一再將聖地衝突爆發點當成紅線。去年以色列警方為了平

息當地動亂而採取行動，卻在去年五月成了引發加薩長達

11天戰爭的導火線。 



 

 
2022 年 4 月 8 日，齋戒月聖月的第一個週五，巴勒斯坦人會來到耶

路撒冷舊城的聖殿山，也就是阿克薩清真寺所在的位置，參加下午

的祈禱禮拜。（圖片來源：Ahmad Gharabli/AFP） 

 

聖殿山是猶太教最神聖的地方，而該處清真寺是伊斯蘭教

第三大聖地。猶太人被允許得已入院參觀，卻不得在該地

祈禱或舉行宗教儀式，這就是當中微妙現狀的一部分。 

 

除了節日帶來的衝突外，最近幾個星期，以色列與巴勒斯

坦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因為一連串針對以色列人的攻擊事

件而加劇。涉案的恐怖分子包括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和約旦

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這些攻擊事件造成 14 名以色列人死

亡，是以色列多年來最嚴重的暴力事件。這些攻擊事件迫

使以色列安全部隊採取反制措施，其中包括最後演變成暴

力事件的逮捕行動。 

 



 

同時，齋戒月、逾越節和復活節全都在這個月份，進一步

升高衝突的風險。以色列官員幾個月來不斷提出警告，這

些節日聚在一起就可能升高暴力衝突。 

 

週三稍早，哈馬斯對於猶太社運人士打算在聖殿山舉行逾

越節獻祭儀式，對以色列發出威脅。 

 

「重返聖殿山」（Returning to the Mount）激進組織主張在

該地建造猶太人第三聖殿，因為這裡曾是聖經中兩座聖殿

的所在地。這個激進組織週一在臉書宣布，他們會提供一

筆獎金給設法在聖殿山進行羔羊獻祭的人，以及因為獻祭

遭到逮捕的人。 

 
2016 年 4 月 18 日，在東耶路撒冷的貝特奧羅特（Beit Orot），一隻
綿羊被帶到逾越節的獻祭「演練」儀式。（圖片來源：Hadas 
Parush/Flash90） 
 



 

偶爾有一小群猶太激進分子想在聖殿山按聖經指示完成逾

越節獻祭。以色列警方經常拘留這些犯罪者，最近幾年似

乎沒有人成功在該地獻祭。 

 

此貼文也引來哈馬斯的威脅，以及約旦和巴勒斯坦自治政

府（Palestinian Authority）也對此表達譴責。 

 

哈馬斯表示：「我們重申這種行為直接侵犯我們國家及人

民在聖月期間的信仰及感受，代表這個行為已跨越紅線，

將帶來衝突升級的危險。我們認為以色列必須承擔所有的

後果。」 

 

以色列當局誓言像往年一樣，阻止任何人嘗試挾帶祭祀用

牲畜前往該地。以色列總理班奈特的阿拉伯語發言人否認

任何人打算帶著祭牲登上山頂，並表示任何人想這麼做都

會遭到阻止。 

 

另外，以色列國防軍週三在約旦河西岸城鎮希瓦德村，逮

捕三名打算發動攻擊的巴勒斯坦嫌犯。士兵還在附近的寇

巴村（Kobar）逮捕一名嫌犯。這四名嫌犯已帶回以色列國

家安全局（Shin Bet，辛貝特）進行偵訊。 

 



 

 
2022年 4月 13日，以色列國防軍士兵正在約旦河西岸執行任務。
（圖片來源：以色列國防軍） 
 
在突襲希瓦德村的過程中爆發衝突。巴勒斯坦官員的報告

指出，一名男子遭到以色列軍隊開槍擊斃。 

 

最近幾天，在以色列加強應對威脅之際，以色列於約旦河

西岸的突襲行動中逮捕了涉嫌參與恐怖攻擊的巴勒斯坦人。

大部分的突襲行動都集中在約旦河西岸的北部城市傑寧

（Jenin），然而以色列國防軍在週三時也將注意力轉向約

旦河西岸中部的拉馬拉（Ramallah）。 

 

以色列已派遣軍隊在巴勒斯坦城市與村莊徹底搜查，找尋

與最近以色列人攻擊事件有關的嫌犯或共犯。上週巴勒斯

坦槍手朝著特拉維夫人潮聚集的酒吧開槍，造成 3人死亡，

槍走則在事後逃離現場。經過以色列警方長達數小時的追

捕，最後槍手遭到警方擊斃。 



 

這次槍擊事件，連同最近幾個星期來以色列其他地區發生

的三起攻擊事件，已造成 14 人死亡，是多年來針對以色列

人最嚴重的流血衝突。 

 

過去兩週以來，在與以色列士兵的衝突中，造成約旦河西

岸 15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有幾名恐怖組織成員在與以色列

軍隊交火中喪命，而其他人顯然是遭到誤殺的非武裝平民。 

 

另外，最近幾天，巴勒斯坦人曾兩度破壞約旦河西岸的紀

念地，還攻擊在該地祈禱的猶太人，有人認為該處是聖經

人物約瑟（Joseph）的墳墓所在地。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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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迦利亞書 4:6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

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以賽亞書 62:6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 

 

求神幫助以色列政府在齋戒月期間能專心倚靠萬軍之耶和

華，得以應對逐漸升溫的以巴衝突，也求神的大能與平安

臨到以色列，使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能和平共處。 

 

 

 

 



 

加拿大將支援                                        
烏克蘭 150名軍事人員 

烏俄戰爭第 50 天，俄羅斯在東部加派兵力，馬立波仍持續

奮戰。 

 
2022年 3月 30日烏克蘭基輔，在俄羅斯持續襲擊烏克蘭時，一名烏

克蘭軍人用迫擊砲射擊。（圖片來源：Serhii Nuzhnenko/路透通訊社

Reuters） 

 
波蘭前線 

 

加拿大國防部長安妮塔‧阿南德（Anita Anand）週四表示，

加拿大將支援多達 150名軍事人員到波蘭，支援逃離俄羅斯

戰爭的烏克蘭人，並解決波蘭與烏克蘭邊境日益嚴重的難

民危機。 

 



 

囚犯交換 

 

烏克蘭副總理伊琳娜‧韋列舒克（Iryna Vereshchuk）表示，

已經與俄羅斯達成了新的囚犯交換協議，共有 30 名烏克蘭

人將於週四回國。 

 

「澤連斯基（Zelensky）總統今天下令，接下來進行第四次

戰俘交換。將俄羅斯 5 名軍官和 17 名軍人交換烏克蘭 8 名

平民，其中包含一位婦女也獲釋了。」韋列舒克

（Vereshchuk）表示。 

 
俄羅斯準備在東部發動新的攻勢 

 

英國國防部在週四早上的情報更新中警告，在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的第 50 天，俄羅斯的軍隊已經準備在烏克蘭東部發

動全新攻勢。 

 

國際文傳電訊社（Interfax）援引俄羅斯國防部的話說，俄

羅斯空軍在過去 24 小時內摧毀了烏克蘭的 7 個軍事設施，

其中包括一個火砲飛彈庫。 

 
 
 
 
 
 
 



 

烏克蘭軍方週四上午表示，俄羅斯正在烏克蘭東部組織空

軍部隊、砲台並加強醫療機關和指揮機構。然而，據英國

國防部稱，大量俄羅斯軍隊和軍事裝備仍然被困在馬立波

（Mariupol）。據俄羅斯媒體塔斯社（TASS）報導，俄羅斯

國防部聲稱在馬立波的行動成功，獨立派的頓內次克

（Donetsk）民兵聲稱有1,350名烏克蘭士兵向俄羅斯投降。 

 
週三晚上美國國防部官方通知美國國防新聞週刊說：「我

們仍然認為馬立波是一個有爭議的城市。我們也仍然相信

烏克蘭軍隊還在捍衛著馬立波。雖然我們還是不認為俄羅

斯人已經佔領這裡，但顯然他們還是很專注於此。」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週三晚上提到：「俄羅斯軍隊正在

加強東方及南方的行動。」 

 

據塔斯社報導，俄羅斯安全局週四表示，烏克蘭向布良斯

克（Bryansk）地區的一個邊境哨所開火，但沒有人在事件

中傷亡。 

 

烏克蘭國防部寫道，在頓巴斯（Donbas）地區發動攻擊是

在為即將到來的襲擊做準備。烏克蘭武裝部隊注意到俄羅

斯對哈爾科夫（ Kharkiv）、頓內次克和札波羅結

（Zaporizhzhia）地區的重大轟炸。這也指出，彈道飛彈仍

然威脅著整個烏克蘭。 

 

「在整個衝突期間，城市中心多次遭到來自俄羅斯的肆意



 

的攻擊。克拉馬托爾斯克（Kramatorsk）和康斯坦丁諾夫卡

（Kostiantynivka）很可能成為遭受俄羅斯暴力攻擊的目

標。」英國國防部表示。「大量的飛彈和大砲襲擊與集中

火力進行攻擊的結合，代表俄羅斯又再度使用傳統軍事策

略來攻擊。」 

 

一名美國軍方官員告訴美國國防新聞週刊，自戰爭開始以

來，至少有 1,550顆飛彈被發射到烏克蘭。 

 

俄羅斯上週從烏克蘭北部地區撤出，為了重新聚焦在努力

保護叛變的頓內次克和盧甘斯克（Luhansk）地區。 

 

澤連斯基警告說，無人區仍佈滿未爆彈藥和地雷 

 

澤倫斯基說：「佔領者留下了數以萬計的未爆彈和地雷，

每個想回到解放區的人都應該盡可能小心。」 

 

砲彈襲擊加增。 

 

烏克蘭哈爾科夫州州長奧列‧辛耶古博夫（ Oleh 

Synyegubov）表示，週四俄羅斯砲擊哈爾科夫，造成四名平

民喪生，十人受傷。 

 

路透社（Reuters）無法立即核實辛耶古博夫的言論。。 



 

哈爾科夫州州長在一份聲明中敦促一些城鎮的居民趕緊撤

離，因為他預計該地區將發生軍事行動。 

 

俄羅斯南部布良斯克州州長週四表示，克里莫沃

（Klimovo）村的住宅在遭到烏克蘭軍隊的攻擊後，亦遭受

攻擊。 

 

亞歷山大‧波戈馬茲（ Alexander Bogomaz）在他的

Telegram 上說：「今天，克里莫沃村遭到烏克蘭武裝部隊

的飛彈攻擊。兩座民宅因飛彈攻擊而受損，居民中有人員

傷亡。」 

 

俄羅斯稍早表示迫擊砲已經抵達在布良斯克地區的邊境哨

所，而烏克蘭國防部和軍方沒有立即表示回應。 

 
白俄羅斯邊境局勢緊張 

 
美國國防部週三消息稱國防部正觀注俄羅斯在白俄羅斯的

動作，以支持烏克蘭接下來在東部的行動。 

 
烏克蘭軍方週四上午表示，白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邊境處

於戒備狀態並提升戰鬥訓練，而俄羅斯憲兵在俄羅斯與白

俄羅斯的過境處檢查入境者的手機。 

 



 

烏克蘭軍方表示，據稱白俄羅斯的平民被警告說，烏克蘭

軍隊可能隨時會襲擊白俄羅斯。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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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耶和華試驗義人；惟有惡人和喜愛強暴的人，他心裡恨惡。 

 
詩篇 18:48 

你救我脫離仇敵，又把我舉起，高過那些起來攻擊我的；

你救我脫離強暴的人。 

 

求主的公義及救恩快快臨到烏克蘭，及願神超自然保守白

俄羅斯，禱告神行大能的拯救在烏克蘭及白俄羅斯，並止

息烏俄戰火。  



 

以色列安全部隊為局勢緊張              
的逾越節做好準備 

 

 
2022年 4月以色列國防軍在接縫區沿線進行維修工作。（圖片來源：

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單位） 

 

以色列安全部隊為局勢緊繃的逾越節假期做好準備，已部

署了數百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與警察，軍方週末時也對約

旦河西岸和加薩地帶實施全面封鎖。 

 
 
 
 
 
 



 

邊境關閉時間從週五下午四點開始至週六午夜。以色列國

防部部長本尼‧甘茨（Benny Gantz）與以色列國防部政府

領土活動協調處  （ COGAT，全名為 Coordinator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負責人為伽山‧阿利

揚（Ghassan Aliyan）少將進行形勢評估。 

 

週六晚上則進行另一次評估，屆時以色列官員會討論是否

繼續在剩餘的假期進行封鎖行動。 

 

在關閉邊境期間，人道救援與醫療相關人員將受到 COGAT

的批准，得以穿越邊境。官員們還同意向以色列阿拉伯人

重新開放基利波（Gilboa）和雷漢（Reihan）過境點，使他

們可以進到上週遭禁止進入的傑寧市（Jenin），商務人士

也將能再次進入以色列。 

 

「我們的確處在十分敏感的局勢中。」甘茨週四告訴記者

並補充道，「巴勒斯坦也有人員傷亡。」 



 

 
2022年 3月 31日，巴勒斯坦槍手參加了兩名在衝突中被以色列安全

部隊槍殺的巴勒斯坦人的葬禮，葬禮舉行在約旦河西岸的傑寧。（圖

片來源：NASSER ISHTAYEH/FLASH90） 

 
甘茨說：「恐怖攻擊造成許多以色列百姓成為受害者，我

們也試圖以目標性的方式展開搜索行動。」 

 

過去兩週有 16 名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而過去兩天在約旦

河西岸也有 6 名受害者。其中 14 歲的庫賽‧弗德‧哈馬拉

（Qusai Fuad Hamamra），在週三晚上於伯利恆附近的戶沙

（Husan）向軍隊投擲汽油彈。 

 
在與進行逮捕行動的以色列安全部隊發生衝突期間，另外

有六名巴勒斯坦人身亡，其中兩名在傑寧死亡，另有三名

則喪身在拉馬拉附近的希爾瓦德（Silwad）。週三，一名巴

勒斯坦人在貝塔（Beita）的衝突裡中彈身亡。 



 

在與進行逮捕行動的以色列安全部隊發生衝突期間，另外

有六名巴勒斯坦人身亡，其中兩名在傑寧死亡，另有三名

則喪身在拉馬拉附近的希爾瓦德（Silwad）。週三，一名巴

勒斯坦人在貝塔（Beita）的衝突裡中彈身亡。 

 

甘茨表示突襲搜索和其他任務將在未來幾天繼續進行，他

正在持續評估局勢，以檢查在「北部、南部、接縫區沿線

和猶大－撒馬利亞區境內」使用武力的政策。 

 

在過去的 48小時內，因應以色列國家安全局（Shin Bet，辛

貝特）的建議，國防部長針對居住在東耶路撒冷和以色列

北部的阿拉伯人簽署六項行政拘留令。 

 

在過去的三週內，總共發出了 19 份行政逮捕令，其中有 2

名以色列猶太人遭到逮捕。 

 

週末預計將有數千名以色列人參觀位位於希伯侖的麥比拉

洞，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國防軍之前在此爆發了衝突。 

 

以色列警方表示將在希伯侖部署維安部隊「以維護安全和

公共秩序，並應對衝突事件與維持道路秩序。」屆時預計

會造成第 60號公路與第 35號公路的交通阻塞。 

 

由於局勢緊張，以色列國防軍在約旦河西岸增援了 16 個戰

鬥營，其中包括來自突擊隊的特種部隊。 

 



 

部隊的大量增加使以色列軍方能夠在約旦河西岸展開進攻

行動，並沿安全柵欄部署軍力，以防止巴勒斯坦人穿過柵

欄上的洞進入以色列。 

 

以色列已向部隊發出明確指示，制止所有巴勒斯坦人非法

穿越邊境進到以色列，並已下令在必要時可以向試圖越境

者的下肢開槍。 

 

週三，以色列在傑寧發放傳單警告當地居民，任何接近安

全柵欄的人「都代表將自己的生命置於立即的危險中」。 

 

以色列國家安全局的官員還與軍事情報單位 8200 部隊一起

詳細查看社群網絡與其他來源，識別潛在的攻擊者並提前

阻止他們，戰鬥情報單位也將注意力集中在該地區。 

 

與此同時，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週四告訴以

色列總統艾薩克‧赫佐格（Isaac Herzog），表示美國譴責

最近發生在以色列的恐怖攻擊事件。 

 

與此同時，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週四告訴以

色列總統艾薩克‧赫佐格（Isaac Herzog），表示美國譴責

最近發生在以色列的恐怖攻擊事件。 

 

「副總統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這些恐怖攻擊，並強調美國

對以色列安全和自我防衛的支持堅定不移。」白宮在電話

會議後發表了聲明。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2/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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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4-5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保護以色列的是耶和華神，願神保護以色列百姓在近日恐

怖攻擊中能夠平安，也願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得以和睦

同居，願和睦成就在以巴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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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