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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多次飛彈攻擊， 
以色列已為衝突做好準備 

如果經濟制裁無法阻止加薩攻擊，以色列軍方會採取更積
極的行動。邊境地區居民抨擊以色列政府，在加薩發射三
枚飛彈後，未展開任何的反擊。 
 

 
示意照片：2019年 12月 6日，以色列國防軍戰車駛向靠近加薩東部
邊境的布賴伊（Bureij）。（照片來源：Hassan Jed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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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星期，一再發生來自巴勒斯坦飛地（Enclave）的飛

彈攻擊事件。以色列安全部隊已做好可能與加薩走廊爆發

衝突的準備。 

 

根據以色列第 12 頻道新聞（Channel 12 News）週六的報導，

以色列決定關閉與加薩之間的徒步過境站，如果此舉無法

減少飛彈攻擊，以色列軍方已做好重新展開報復攻擊的準

備，甚至是進行更大規模的行動。 

 

根據未引述消息來源的報導指出，以色列軍方正為情勢可

能升高，以色列與加薩走廊間可能持續的數天戰鬥進行準

備。 

 

以色列軍方拒絕回應哈馬斯上週五從沿海飛地朝以色列南

部發射的三枚飛彈，反而選擇暫時關閉以色列與加薩走廊

唯一的徒步過境站「埃雷茲過境站」（Erez Crossing）。至

本週以色列才針對來自加薩的攻擊進行回應，向加薩地帶

反擊。 

 

受雇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每天可為這塊飛地帶來

幾百萬舍克勒（註：一百萬舍克勒相當於約九百萬台幣）

的收入。以色列希望藉由經濟壓力，阻止哈馬斯飛彈發射。

以色列認為這些攻擊事件是由加薩走廊的其他恐怖組織所

為。 

 



 

「沒有人能排除今晚發生飛彈攻擊的可能，但以色列國防

軍已準備所有可能的方案，從精準打擊到更大規模的攻擊

回應。」不願透露名字的安全事務官員對瓦拉（Walla）新

聞網站表示道。「以色列這方沒有人樂見事態如此發展，

但我們也不打算袖手旁觀只坐等和平到來。」 

 

以色列軍方對巴勒斯坦人的聯繫窗口表示，週日不會為巴

勒斯坦工作者重啟過境站。由於逾越節假期的緣故，過境

站自週四下午就已經關閉了。 

 

簡稱為「COGAT」的政府領土活動協調員（Coordinator of 

Government Activities in the Territories）在一項聲明中表示：

「將依據安全情勢評估來決定是否重啟過境站。」 

 

人道情況和其他重大情況除外，但須經過政府領土活動協

調員的核准。 

 

在加薩走廊的巴勒斯坦人可前往以色列工作的人數，在上

個月已增加到一萬二千人。以色列政府表示，還會再增加

八千人，總人數將達到二萬人。 



 

 
2022年 3月 13日，巴勒斯坦工作者在加薩走廊北部的埃雷茲過境站

等候入境以色列工作。（照片來源：Attia Muhammed/Flash90） 

 

以色列軍方表示，週五晚上有兩枚從加薩走廊發射的飛彈，

一枚落在沙爾哈內蓋夫（Sha'ar Hanegev）區域委員會的一

塊空地上，並未造成損害。另一枚飛彈未擊中目標，落在

加薩北邊。幾個小時後，又有第三枚飛彈從加薩走廊南部

地區發射，落在靠近邊境城鎮附近的空地上。 

 

本週稍早，週四一枚從加薩發射的飛彈掉落在以色列境內。

週三時，一枚飛彈落在斯德洛特（Sderot）市區內一棟民宅

附近。另外，週一有一枚飛彈遭到以色列防空系統擊落。  

 

雖然多家媒體報導都將週一的飛彈攻擊事件指向巴勒斯坦

伊斯蘭聖戰組織（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但目前沒有任

何加薩恐怖組織對此事負責。 

 



 

哈馬斯發言人哈澤姆‧卡西姆（Hazem Qassem）表示，關

閉埃雷茲過境站「是為了加強對加薩的封鎖，這種侵略形

式我們斷難接受。」 

 

卡西姆對美聯社表示：「這種做法不會成功。以色列對巴

勒斯坦人民的集體懲罰政策向來都注定失敗。」 

 

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政治局領導人辛迪（Muhammad 

al-Hindi）譴責關閉過境站的做法，並指責以色列「試圖將

加薩從佔領傑寧（Jenin）和耶路撒冷等地的罪行區隔開

來。」  

 

以色列邊境社區居民也對這項做法提出批評，他們對以色

列不針對週五的飛彈攻擊做出更強而有力的回應，卻只對

加薩人民實施制裁表示憤怒。 

 
2022 年 4 月 21 日，以色列鐵穹（Iron Dome）防空系統發射的一枚

飛彈照亮加薩走廊的夜空。（照片來源：Said Khatib/法新社） 



 

斯德洛特市的居民阿爾伯特‧加貝（Albert Gabay）週六對

瓦拉新聞網表示：「我們對此不感到訝異。我不只關切斯

德洛特，更關切目前在這個國家發生的一切。如果你不回

應，就會不會有嚇阻能力。現在嚇阻能力已有下降，以色

列必須做出回應，才能阻止攻擊事件持續發生。」 

 

加貝指責以色列內政的處理方式，他們不希望得罪聯合內

閣的伊斯蘭政黨阿拉伯聯合黨（Ra'am）。 

 

住在恩哈什洛沙（Ein HaShlosha）集體農場的梅拉芙‧科恩 

（Merav Cohen）表示，飛彈造成的破壞力雖然不大，但發

射飛彈仍有損以色列在邊境地區的主權。 

 

她說道：「我們要恢復嚇阻能力，就必須對發射的每一枚

飛彈做出回應。不能任由他人朝以色列的領土發射飛彈而

不做出任何回應。這彷彿在傳達以色列對這類情況已習以

為常。」 

 

科恩也表示，如果飛彈是朝著這個國家的中心位置發射，

以色列就應該採取更強硬的姿態回應。 

 

本週發生的飛彈攻擊事件已結束加薩邊境長達近四個月的

平靜。週三的飛彈攻擊發生在耶路撒冷，就在充滿緊張對

峙的一天即將結束之際。當時以色列警方阻止以色列民族

主義者遊行經過耶路撒冷舊城 （Old City）的大馬士革門，



 

這裡是巴勒斯坦人在東耶路撒冷的熱門聚會場所，如果遊

行持續進行，哈馬斯威脅將發動攻擊。 

 

過去幾天，巴勒斯坦暴民和以色列警方在耶路撒冷聖殿山

發生暴力衝突，造成數十名巴勒斯坦人和幾名以色列警察

受傷。 

 

 
2022年 4月 15日，在耶路撒冷舊城聖殿山頂上的阿克薩清真寺（Al 
Aqsa Mosque），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安全部隊爆發衝突。 
 
哈馬斯與其他加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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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行動，卻成

了去年五月引爆歷時 11天的加薩戰爭導火線。 

 
加薩走廊遭到以色列和埃及長達 15 年的封鎖，試圖抑制哈

馬斯統治者和其他組織在飛地的氣焰。以色列表示，嚴格



 

限制人員與貨品進出有其必要。因為哈馬斯武裝自己是為

了攻擊以色列，他們誓言摧毀以色列。 

根據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的數據顯示，約有 50%的巴勒斯坦

人失業。批評人士為這項封鎖措施所帶給一般加薩民眾的

影響表示遺憾。對那些有幸獲得簽證的人來說，超高貧窮

率讓以色列就業機會成了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選項。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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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書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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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29:11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祂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祂的

百姓。 

 

願神賜給以色列政府從上頭來的智慧，讓他們在處理以巴

間的衝突能有最好的策略與方法，也有從神來的憐憫。願

平安臨到以色列與加薩走廊。 

 



 

以色列駐俄大使表示 

以色列樂意主辦烏俄會談 
亞歷山大‧本‧茲維（Ambassador Alexander Ben Zvi）強調

會晤取決於烏俄雙方領袖的決定，表示班奈特和俄羅斯總

統經常聯繫。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左）、烏克蘭總統

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中）和俄羅斯總統弗

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照片來源：法新社） 

 

以色列駐俄大使週四表示，以色列願意主辦烏克蘭與俄羅

斯雙方領導人針對止住俄羅斯入侵的會談。 

 



 

亞歷山大‧本‧茲維向俄通社－塔斯社（TASS）提說如果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和烏克蘭總統弗拉迪米爾‧

澤倫斯基在耶路撒冷見面，將是以色列「極大的榮幸」。 

 

他強調：「然而這取決於烏俄雙方是否同意召開這樣的會

議。」 

 

本‧茲維提出一個可能性，或者由以色列主持烏克蘭和俄

羅斯的代表團，但代表團中不含雙方的領袖。 

 

他說：「曾在土耳其做過的事也可以在我們國家做。」他

指的就是烏俄雙方代表上個月在伊斯坦堡舉行的會談。 

 

大使還提到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和普丁「經常性的聯絡

雙方」。班奈特曾於三月初前往莫斯科與普丁會面，以色

列為了調解俄羅斯和烏克蘭間的衝突，和普丁有過幾次的

電話通話。班奈特也與澤倫斯基進行許多次電話通話。 

 



 

以色列駐俄羅斯大使亞歷山大‧本‧茲維。（照片來源：視頻截圖） 

 

在本‧茲維發表言論後，俄羅斯駐以色列大使阿納托利‧

維克托羅夫（Anatoly Viktorov）淡化普丁和澤倫斯基在耶路

撒冷會晤的前景，並告訴俄通社－塔斯社，雖然以色列贊

成以色列主辦雙方會面的提議，但目前舉行面對面的會談

還為時過早。 

 

普丁和澤倫斯基在耶路撒冷舉行會晤的想法是在近來上個

月提議將以色列首都作為可能的地點之後提出的，此前他

曾請求班奈特在兩國之間進行調解。 

 

在週三的一次採訪中，班奈特表示，澤倫斯基曾要求他與

普丁會面，「為著解決當地問題或試圖結束戰爭」。 

 

他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我希望我們能盡快

看到戰爭結束，但這目前很難。」 



 

自俄羅斯軍隊於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以來，以色列一直避

免與任何一方過於密切地結盟，它是少數幾個西方民主國

家與烏克蘭和俄羅斯都保持相對友好關係的國家之一。 

 

然而，在俄羅斯人廣泛殺害平民的報導之後，來自耶路撒

冷對於烏克蘭的現況的言論似乎發生了轉變。本月初，以

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明確指責俄羅斯

犯有戰爭罪，這是以色列高級官員迄今為止對莫斯科的最

強烈評論。 

 

 
2022年 4月 13日，在烏克蘭基輔郊區，身穿防護裝備的男子挖掘在

俄羅斯佔領布查（Bucha）期間遇難的平民屍體。（照片來源：美聯

社/Efrem Lukatsky） 

 

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採訪中，班奈特被問到，俄羅斯

在基輔郊區布查的暴行之後，以色列是否可以對莫斯科保

持同樣的「姿態」。 



 

「事實上，我們已經多次譴責俄羅斯的侵略行為」他說。

「我知道為了稍後在適當的時間進行調解，我們確實需要

繼續保持與俄羅斯的溝通渠道。」 

 

同樣在週三，國防部長本尼‧甘茨（Benny Gantz）宣布，

在長期拒絕提供防禦裝備之後，以色列將向烏克蘭的緊急

服務機構提供頭盔和防彈衣。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2/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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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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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的賜下智慧給以色列政府，教導以色列依靠耶和華順

利調解烏俄戰爭！也保守以色列遠離不必要的世俗評論。  



 

澤倫斯基與美國高級官員會面， 

尋求更多武器 
 
自兩個月前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動入侵行動以來，美國最高

級別官員「美國國務卿」和「美國國防部長」首次訪問烏

克蘭。 

 

 
2022 年 4 月 24 日，位於札波羅結（Zaporizhzhia）附近的烏克蘭軍

隊第 128 旅的前線，一名東正教牧師在復活節期間為傳統食物進行

祝禱。（照片來源：美聯社/Andriy Dubchak） 

 

（美聯社報導）美國國務卿與國防部長週日晚上在基輔會

見烏克蘭總統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這是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代表團首

次對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進行最高級別的訪問。 

 



 

烏克蘭總統顧問阿列克謝‧阿列斯托維奇（ Oleksiy 

Arestovych）在接受烏克蘭電視台採訪時，證實了烏克蘭總

統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以及美

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丁（Lloyd Austin）會面。 

 

與此同時，烏克蘭向西方國家施壓，要求西方國家提供更

強大的武器，以對抗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頓巴斯（Donbas）

的入侵行動。俄羅斯軍隊試圖在馬立波（Mariupol）的港口

驅逐最後一批烏克蘭軍隊。 

 

「是的，美國代表團正與總統會面。我們希望美方能為進

一步的幫助做出決定。」阿列斯托維奇在接受烏克蘭電視

台採訪時說道。 

 

會議開始前，澤倫斯基表示他正尋找在武器和安全保障領

域具有專業的美國人。 

 

「美國今天不能空手而來，我們期待的不僅僅是禮物或被

施予小惠，我們需要的是特定的東西與武器。」澤倫斯基

說。 

 

這是自俄羅斯 60 天前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最高級別官員

的首次到訪。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三月在訪問波蘭期間，曾

短暫踏上烏克蘭領土，與該國外交部長會面。而烏克蘭總

統澤倫斯基與美國高階官員的最後一次會晤是 2 月 19 日在

慕尼黑與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會面。 



 

雖然西方國家已經向烏克蘭輸送軍事裝備，但澤倫斯基一

再強調烏克蘭需要更多的重型武器，包括遠程防空系統以

及戰鬥機。 

 
2022年 4月 24日，烏克蘭牧師在烏克蘭基輔舉行的復活節慶祝活動

中為信徒祝福，一名男子拿裝有傳統蛋糕和彩蛋的軍盔。（照片來源：

美聯社/Efrem Lukatsky） 

 

民意調查機構指出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將在與極右翼候選人瑪琳‧勒朋（Marine Le Pen）

的連任中獲勝，這樣的結果顯然對烏克蘭有利。法國在歐

盟的盟友認為這是能穩定和繼續支持烏克蘭跡象，並為此

感到放心。因為法國在國際制裁俄羅斯的努力中發揮了主

導作用，並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系統。 

 

澤倫斯基與美國官員的會面原先定在烏克蘭和俄羅斯慶祝

東正教復活節的期間，屆時信徒會慶祝耶穌的復活。身為

猶太人的澤倫斯基在基輔古老的聖索菲亞大教堂（St. 



 

Sophia Cathedral）發表談話時，強調復活節對近兩個月飽受

戰火蹂躪的國家之重要性。 

 

「今天這個偉大的節日給了我們巨大的希望和堅定的信念，

光明將會戰勝黑暗，善良會戰勝邪惡，生命將勝過死亡，

最終烏克蘭一定會贏！」澤倫斯基說。 

 

儘管總統如此表示，但戰爭還是讓復活節慶祝活動蒙上一

層陰影。在北部的伊瓦尼夫卡（Ivanivka），俄羅斯坦克肆

意在街上擾亂，居民奧萊娜‧科普蒂爾（Olena Koptyl）說：

「復活節並沒有為我們帶來任何快樂，我不斷哭著，因為

我沒有忘記我們生活在這樣的困境中。」 

 

住在基輔的維克多‧洛布什（Victor Lobush）說，烏克蘭需

要更多的武器和財政支持，而西方國家必須做到「連一滴

俄羅斯石油都不要買」。 

 

「幫助烏克蘭需要真實的行動，而不是只用說的。」維克

多在獨立廣場上說著。 

 

俄羅斯軍方報告指出，俄軍一夕之間擊中 423個烏克蘭目標，

包括烏軍要塞和部隊集中地。俄方戰機摧毀 26 個烏克蘭軍

事基地，包括一個彈藥庫和幾個火砲庫。 

 



 

 
2022年 4月 23日，烏克蘭軍醫將一名受傷的烏克蘭軍人轉移到東部

頓內次克（Donetsk）地區的一家醫院。（照片來源：美聯社/Evgeniy 

Maloletka） 

 

週日大部分戰鬥集中在烏克蘭軍隊大量駐紮的頓巴斯地區，

受俄羅斯支持的親俄分離主義分子在戰前控制了頓巴斯一

些領土。由於未能佔領基輔，俄羅斯目標改成全面控制烏

克蘭東部的工業中心地帶。 

 

烏克蘭國家警察表示，兩名分別為 5 歲和 14 歲的女孩在烏

克蘭東部工業區的奧切列季涅（Ocheretyne）死於砲擊。 

 

俄羅斯軍隊對馬立波鋼鐵廠發動空襲，估計有一千名平民

和約兩千名烏克蘭士兵在那裡避難。烏克蘭士兵藏身的亞

速鋼鐵廠（The Azovstal steel mill）是馬立波抵抗俄羅斯的最

後一個角落，不然俄羅斯將完全佔領該市。 

 



 

澤倫斯基表示，週日在他與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

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電話中強調，烏克蘭必

須將平民從馬立波撤離出來，也包括從亞速鋼鐵廠撤離，

而土耳其總統則計劃之後將與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

丁（Vladimir Putin）交談。 

 

澤倫斯基的顧問阿列斯托維奇表示，烏克蘭已經提議在亞

速鋼鐵廠旁與俄羅斯進行會談。阿列斯托維奇在 Telegram

上表示，俄羅斯尚未對建立人道走廊以及用俄羅斯戰俘交

換在鋼鐵廠內的烏克蘭軍人的提議作出回應。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歐‧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 

Guterres）週一會訪問土耳其，接著會前往莫斯科，再至基

輔。澤倫斯基認為古特瑞斯來到烏克蘭前先去訪問俄羅斯

是個錯誤。 

 
「為什麼要先去俄羅斯？是向我們告知俄羅斯所示意的消

息嗎？我們還需要期待什麼？」澤倫斯基週六說道。「庫

圖佐夫斯基大道（Kutuzovsky Prospect）上可沒有散落屍

體。」他指的是莫斯科的主要街道之一。 

 



 

 
2022年 4月 24日 55歲的奧爾加‧佐夫托布魯克（Olga Zhovtobrukh）

在烏克蘭基輔郊區布查（Bucha）的一座教堂舉行的復活節宗教儀式

上流淚。（照片來源：美聯社/Emilio Morenatti） 

 

位於亞速海（Sea of Azov）的馬立波自戰爭開始後就經歷著

激烈的戰鬥。佔領它將使烏克蘭失去一個重要的港口，並

讓俄軍騰出時間在其他地方作戰，若佔領馬立波，俄羅斯

就能建立一條通往克里米亞半島（Crimean Peninsula）的陸

地走廊。克里米亞是俄羅斯在 2014 年從烏克蘭手中奪取的

領土。 

 

馬立波戰前人口約四十三萬人，據信目前仍有超過十萬人

留在該市，缺乏食物與水。烏克蘭當局估計有超過二萬名

平民喪生。最近的衛星圖像顯示，馬立波西部和東部似乎

有萬人坑。 

 



 

烏克蘭另一位總統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雅科（Mykhailo 

Podolyak）在推特上表示，俄羅斯軍方正用重型炸彈和大砲

攻擊亞速海鋼鐵廠，同時也為攻擊工廠增加更多兵力與裝

備。 

 

澤倫斯基在週六向全國發表的談話中，指責俄羅斯殺害平

民，犯下了戰爭罪，並在馬立波附近為那些試圖離開這座

城市的居民設立「過濾營」（Filtration camp）。澤倫斯基

說烏克蘭人，尤其是兒童，在經過過濾營後被送往俄羅斯

佔領的地區或俄羅斯境內，通常被送往遠方的西伯利亞或

其他遠東地區。 

 
然而這些說法無法被證實，但烏克蘭議員葉夫涅尼亞‧克

拉夫楚科（Yevheniya Kravchuk）在美國廣播公司（ABC，全

名為：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的節目「本週」

（This Week）中重複了這些說法。 

 
「俄羅斯把這些居民從馬立波拉出來，並將他們被關進過

濾營……這是 21世紀不能再發生的事。」克拉夫楚科說。 

 



 

 
2022年 4月 24日，週日烏克蘭軍醫在東部的頓內次克地區運送一名

受傷的烏克蘭軍人。（照片來源：美聯社/Evgeniy Maloletka） 

 
在週六的襲擊中，俄羅斯軍隊襲擊烏克蘭南部和東部的城

鎮。烏克蘭官員說，俄羅斯向敖得薩（Odesa）發射巡弋飛

彈（Cruise missile）時，造成八人遇害身亡，其中一名為嬰

兒。 

 
烏克蘭獨立新聞社（UNIAN）引用社交媒體消息指出，遭害

嬰兒的母親（Valeria Glodan）和祖母也在一枚飛彈擊中居民

區時死亡。澤倫斯基承諾要找出並懲罰這些必須為此負責

的人。 

 
「當這個嬰兒一個月大時，戰爭就開始了。」澤倫斯基說。

「你能想像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嗎？他們簡直不可理喻，

已經沒有其他字可以形容了。」 

 



 

對於頓巴斯攻勢，俄羅斯已經重新集結在基輔周圍和烏克

蘭北部作戰的部隊。英國國防部表示，烏克蘭軍隊在過去

一週擊退俄軍多次的襲擊，並「造成俄羅斯軍隊重大損

失」。 

 

英國國防部表示：「俄羅斯士氣低落，以及俄軍在有限期

間內從先前進攻到現在重組、重新裝備和重新整軍，這似

乎阻礙俄羅斯的戰鬥力。」 

 

東正教的基督徒和羅馬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皆呼籲為烏克

蘭受苦的百姓提供幫助。 

 

伊斯坦堡（Istanbul）的東正教宗主教（Ecumenical Patriarch，

註：中文也譯為「牧首」）巴塞洛繆一世（Bartholomew I）

表示一場「人類悲劇」正在上演。巴塞洛繆是東正教宗主

教裡第一位特別強調「在馬立波被包圍的數千名人民裡，

有著受傷的百姓、老人、婦女和許多兒童。」 

 

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聖伯多祿廣場（St. Peter’s 

Square）的大殿窗臺上發表言論，再次呼籲烏俄雙方在復活

節休戰，稱其為「最小且真實渴望和平的跡象」。 

 

澤倫斯基聲稱烏克蘭截獲的通訊記錄了俄羅斯軍隊在馬立

波討論「他們如何隱藏犯罪痕跡」。他還強調週六俄羅斯

飛彈攻擊黑海旁的敖德薩港，造成一名三個月大的女嬰死

亡。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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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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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03: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為烏克蘭、俄羅斯與各國領袖禱告，求神在眾領導人心中

放下和平的意念，使持續兩個多月的烏俄戰爭止息，願施

行公義的神介入在各國的角力中，並拯救流離失所又受苦

受難的烏克蘭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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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