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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持續改變對耶穌的看法 

 

示意圖（照片來源：Flash90） 

 

 

 

202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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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近兩千年來，猶太人堅定拒絕將耶穌視為他們的彌賽亞，

而且經常厭惡這種說法，但自從 1967 年六日戰爭（Six-Day 

War）和收復耶路撒冷後，以色列和猶太人對耶穌的態度已

有巨大轉變。 

 

許多以色列頂尖學者、政府首長以及媒體界人士，不論是

世俗派還是敬虔派，都公開表達他們對彌賽亞耶穌的景仰。

許多以色列人極力向猶太人表明，他們需要停止拒絕耶穌

（Yeshua），並正面看待耶穌是彌賽亞的主張。 

 

這裡舉了其中兩個例子，說明以色列最具影響力人士能深

刻影響猶太人對耶穌的態度。 

 

 

 

 

 

 

 

 

 

 

 

 



 

雅琪．布蘭德斯（Yochi Brandes）的生平 

布蘭德斯 1959 年出生於海法，是著名哈西迪猶太教

（Hassidic）的拉比諾維奇（Rabbi Yitzhak Rabinovitz）的女

兒。布蘭德斯家族中出了許多知名拉比，她自己也是極端

正統猶太教（Ultra-Orthodo） 學校的明日之星，取得聖經

研究學士學位及猶太學研究碩士學位。布蘭德斯多年來教

導聖經和猶太教課程，並且她編寫的猶太思想課程成為以

色列各地學校的授課教材。她的小說是以色列暢銷書，她

所寫關於聖經的七本著作皆獲頒以色列出版協會白金獎

（Book Publishers Association Platinum Book Prize）。 

 

 

布蘭德斯（照片來源：擷取自 YouTube 影片） 

 

 



 

布蘭德斯對耶穌的看法 

「我愛耶穌。因為我對西元一世紀基督教起源的研究，讓

我瞭解到耶穌不是猶太人遭受迫害的元凶，而是反猶太基

督徒以耶穌之名對猶太人犯下罪行。耶穌活著的時候是猶

太人，死的時候也是猶太人。耶穌是好猶太人，是遵行上

帝律法、信實且正直的猶太人。」 

 

「我是在極端正統派猶太教世界中長大，被教導耶穌

（Yeshua）的名字是『Yeshu』，也就是希伯來文『願祂的名

字和記憶被抹去』（Yemach Shemo Vezichro；May his name 

and memory be blotted out）的縮寫。因此，我今天樂於稱

耶穌為『Yeshua』（希伯來文是指『救贖』）。藉著這個方式，

表達我對這位偉大猶太人的愛與景仰。」 

 

 

 

 

 

 

 

 

 

 



 

阿姆農．魯賓斯坦（Amnon Rubinstein）的生平 

魯賓斯坦 1931 年出生於特拉維夫，在 1961 年到 1975 年期

間擔任特拉維夫大學法學院院長。他也替以色列最大報社

《國土報》（Ha’aretz） 撰寫文章。在 1973年贖罪日戰爭

（Yom Kippur War）後，魯賓斯坦投身以色列政界，並成立

中間派政黨「革新黨」（Shinui party）。他在以色列政府擔

任公職長達 35年，出任過教育部長等不同職務。 

 

魯賓斯坦在 2006年獲頒「以色列獎」（Israel Prize，以色列

國家級榮譽）。在典禮上，評審委員這樣評價魯賓斯坦：

「作為一名公眾人物、國會議員和政府行政部門首長，很

少人能像魯賓斯坦教授這樣對以色列國做出貢獻。」 

 

魯賓斯坦（照片來源：Flash90） 



 

 

魯賓斯坦對耶穌的看法 

「耶穌說：『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除律法』。這位歷史上

的耶穌並沒有從猶太教中帶走什麼；他只是在猶太教加入

他對天國的看法。如果他在這個時代復活，耶穌可能會選

擇在小型猶太會堂祈禱，而不是在一間以耶穌之名建造的

宏偉教堂。在基督教成為打擊耶穌自己人民、母親、兄弟

和門徒的運動前，他就已經過世了。 

 

「但如今是與基督教和解的時刻，也不可忘記基督教的反

猶太歷史。首先，我們必須在以色列公立學校系統採用基

督教著作。與基督教和解的一個有趣例子是發生在位於加

利利海的伊加爾阿隆中心（Yigal Alon Center，註：人文博物

館），他們在當地進行基督徒與猶太新兵的聯合入伍訓練。

我們也需要承認以色列當地的阿拉伯基督徒是歷史上耶穌

的延伸。我們要保護他們的聚會場所，為基督徒士兵指派

軍中牧師，並在廣播頻道中播出他們週日的主日信息。 

 

有些方式能夠實現以色列真正多元的文化特性，但首先我

們必須從與猶太人耶穌（Yeshua）和解開始。 

 



 

文章出處： 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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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 1:14-15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約翰為他作

見證，喊著說：「這就是我曾說，『那在我以後來的，反

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使徒行傳 2:36 

因此，以色列全家都當確實知道：被你們釘上十字架的這

位耶穌，神已經委任他為主、為基督了。 

 

願神超自然啟示猶太長兄真認識耶穌就是那位彌賽亞，並

認知耶穌就是生命真理道路！  



 

歌唱得勝之歌 

當約沙法（Jehoshaphat）王站在亞捫人（Ammonites）、摩

押人（Moabites）和以東人（Edomites）的先鋒軍隊面前時，

毫無疑問他的國家正面臨著生存的危機，前方的道路並不

明朗。直到利未人雅哈悉（Jahaziel）和約沙法王意識到他

們可以使用一種非常規的策略來面對這樣的處境⋯⋯

 
 

面對生存的威脅，不太可能出現的反應。 

面對兇猛的敵軍，約沙法王有了個看似自殺的念頭：他差

派了利未人在戰士未上場前向耶和華歌唱得勝之歌。令人

驚奇的是，這種策略的效果超出了任何正常的軍事反應：

「他們正在歡呼讚美的時候，耶和華就派出伏兵，擊殺那



 

前來攻打猶大人的亞捫人、摩押人和西珥山的人，他們就

被擊潰了。」（歷代志下 20:22）。 

 

令人驚訝的雙重意思 

「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壁壘），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詩篇 8:2）。耶穌

後來引用了這節經文，其中包含一個引人入勝的文字遊

戲。「ֹעז」（ʽOz）這個詞在這裡翻譯為「壁壘」，主要含義是

力量和勇氣，次要含義是讚美。這個希伯來文字整個抓住

了約沙法王的軍隊歌唱得勝之歌故事的精髓。 

 

探索不可思議的聖經世界 

有時理解一個詞就像閱讀整個故事。在上下文中發現希伯

來語文字的含義可以挖掘出令人驚訝和鼓舞人心的見解。

不要讓任何事情阻礙您學習聖經希伯來語的願望。 

 

文章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議會在聯合政府搖搖欲墜時重啟 

反對派考慮提出推翻政府的法案 

聯合政府在失去多數席位後，為了繼續生存下去而避免通

過有爭議的法案。然而議會內部的不和與以色列聯合黨

（Likud，利庫德黨）領導之推翻政府的策略可能會導致聯

合政府的執政失敗。 

 

 

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中）於 2022年 5月 8日（星期日）在耶路

撒冷，協同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左），於每週內閣會議開始時

發表聲明。（照片來源：Maya Alleruzzo/美聯社） 

 

 



 

為舉行夏季會議，議會於週一重啟。聯合政府在休會期間

失去多數席位後，決定為繼續執政而戰，同時反對派發誓

要推翻現任執政的政府。 

 

這場危機是由聯合政府前黨鞭右傾黨（Yamina）議員伊迪

特．席爾曼（Idit Silman）4月 6日的突然退出所引發的，結

束了多元化八黨聯盟的一個席位多數，使 120名議員的議會，

在聯盟和反對派之間以 60比 60的席位平分秋色。 

 

對於聯合政府而言，當阿拉伯聯合黨（Ra'am，註：拉姆黨）

因著耶路撒冷聖殿山的緊張局勢，凍結其在聯盟中的成員

身份，進一步的加劇政府正在面臨的席位損失。 

 

拉姆黨正面臨來自黨內的壓力，拉姆黨內部正在決定是否

支持該黨領袖曼蘇爾．阿巴斯（Mansour Abbas）在以色列

政治中繼續發揮積極作用的實驗，或是減少黨的損失並重

返反對派之選擇中產生分歧意見。 

 

如果拉姆黨撤出四個席位，現任政府將會處於議會的少數。  

 

 

 



 

反對派的策略 

反對派則認為要嘗試利用這一點。週日，反對派領袖在以

色列聯合黨特拉維夫總部舉行會議後，他們同意繼續進行

「堅定而統一的鬥爭」以推翻政府。 

 

 

反對黨主席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於 2022年 5月

8 日離開位於特拉維夫的以色列聯合黨總部。（照片來源：Carrie 

Keller-Lynn/TOI） 

 

「政府已經失去議會的多數席位，代表它已失去公共合法

性，是非法的。」以色列聯合黨發表聲明。 

 



 

議會將在週一進行不信任投票。然而這次投票在很大程度

上只是象徵性，除了減緩聯合政府的立法過程，以及可能

造成政府難堪以外，並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根據報導指出，反對派也在權衡是否於週三時（也就是可

以提交私人法案的時間）提交一份解散國會的法案。 

 

在沒有其他緊急事件發生的情況下，要解散議會需要符合

法律規範。如果以色列聯合黨在週三提出法案，作為一項

非政府提出的法案，即使在初步宣讀中獲得通過，並不代

表政府就會自動解散。 

 

而是法案需要在議會未來的全體會議上通過第一次、第二

次和第三次投票。 

 

但提出該法案也會為反對派帶來風險。 

 

如果該法案在初次宣讀或一讀中未能獲得多數票，反對派

將被阻止在六個月內再次提出該法案，也就失去板倒政府

的主要方法。 

 



 

解散議會的法案需要 61 票才能通過三讀和最後一讀，這代

表反對派還需要確保其他脫離聯合政府的議員的票，而這

正是反對派至今尚未成功做到的事情。 

 

目前不清楚擁有六個席位的拉姆黨是否會加入反對派的右

翼宗教聯盟。 

 

以色列聯合黨（利庫德黨）為首的反對派曾試圖從聯合政

府中的一個右翼政黨或拉姆黨獲得另一名脫離聯合政府的

議員票，並聽說反對派為此提出多次慷慨的提議。 

 

戲劇性的第二件事是如果有人跨界，那麼他們的黨派關係

將決定誰將擔任臨時總理，直到下次選舉和新政府宣誓就

職時。 

 

根據目前的聯盟協議，如果離開聯合政府的是右翼政黨的

成員，則由外交部長拉皮德擔任臨時總理。 

 



 

 

2022年 3月 21日，班奈特總理和外交部長拉皮德（左）出席以色列

代表團自本－古里安機場飛往烏克蘭建立野戰醫院的出發儀式。（照

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Flash90） 

 

但如果脫離聯合政府的議員來自中間黨派或左翼，包括拉

姆黨，那麼班奈特將繼續擔任總理。 

 

根據拉皮德陣營的說法，席爾曼算作右傾黨議員，而前右

傾黨議員阿米凱．齊克里（Amichai Chikli）嚴格來說不是。 

 

 

 

 



 

反對派的第三個選擇是讓整個派系從原本的聯盟關係中改

變，並建立一個無需再舉行新選舉的政府。瓦拉新聞網

（The Walla news）於週日的報導表示，這是極端正統派的

「聯合律法猶太教黨」（United Torah Judaism party）的偏

好，也代表政府將由前總理納坦雅胡以外的人組成。 

 

儘管右翼在議會中佔絕對多數，但有幾個政黨拒絕加入納

坦雅胡的領導下。納坦雅胡正在接受三起貪污案件的審判，

並拒絕辭去黨魁職務。 

 

第 12 頻道（Channel 12）報導說，新希望黨（New Hope）

的齊夫．埃爾金（Zeev Elkin）和以色列聯合黨的亞里夫．

萊文（Yariv Levin）週日在以色列議會舉行會議，兩人表示

這只是例行的討論，然而該報導推測他們可能正在討論未

來的合作。埃爾金是幾名反對納坦雅胡的以色列聯合黨成

員之一。 

 



 

 

2014年 3月 12日，以色列聯合黨的亞里夫．萊文（右）和齊夫．埃

爾金出席議會全體會議。（照片來源：Flash90） 

 

自我毀滅 

儘管反對派努力推翻政府，但更有可能的選擇是政府將自

己推翻。 

 

對於聯合政府來說，解散國會法案的威脅因著拉姆黨計劃

的不確定性而更加複雜。 

 

 

 

 



 

週日時，第 12 頻道報導說，拉姆黨與其他聯盟領導人間的

談判仍存在很大差距，拉姆黨旨在讓伊斯蘭政黨能在執政

團隊中恢復運作。 

 

該黨計劃抵制週三的全體會議和解散投票。 

 

雖然解散國會的法案只是初步宣讀，並需要更多的批准才

能通過，但它將啟動推翻政府的過程，而這是聯合政府希

望能避免的事情。 

 

最近在耶路撒冷發生的衝突加劇了這些壓力，使拉姆黨領

袖阿巴斯很難找到回歸聯合政府的路。 

 

週六時，阿巴斯在臉書上寫道，拉姆黨將根據約旦國王阿

卜杜拉二世（King Abdullah II）的立場來確定伊斯蘭信徒在

山上的地位，他說穆斯林才是聖地的合法監護人。 

 

聖殿山被穆斯林稱為「尊貴禁地」（Haram al-Sharif）或是

阿克薩清真寺，是猶太教最神聖的地方，也是伊斯蘭教的

第三大聖地。該地點的緊張局勢已經轉變為恐怖攻擊、來



 

自以色列盟友的壓力、哈馬斯的威脅以及正在加劇的聯合

政府危機。 

 

除了來自更多的黨派壓力外，阿巴斯還將不得不與拉姆黨

三位議員中的另外兩位相抗衡。瓦利德．塔哈（Walid Taha）

一直堅決反對在聯合政府凍結拉姆黨，而據報導，馬贊．

加奈姆（Mazen Ghanaim）專注於 2023 年重返薩赫寧市

（Sakhnin）市長一職，他希望拉姆黨能退出執政聯盟。 

 

 

拉姆黨領導人於 2022 年 4 月 11 日出席在特拉維夫舉行的以色列國

家安全院（INSS）會議。（照片來源：Avshalom Sassoni/FLASH90） 

 



 

除了與拉姆黨的爭端外，聯盟還受到其他阻礙，目前聯盟

只有 60 名成員，如果這些議員的要求得不到滿足，那每位

議員都有能力推翻政府。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聯盟已同意僅嘗試透過廣泛同意較無

爭議性的法案來贏得議員們的支持。 

 

總理班奈特週日會見聯合政府的黨派領導人們，其中不包

括在國外的阿巴斯，而他們同意「共同努力維護政府和聯

盟，造福以色列公民。」在聲明中如此寫道。 

 

班奈特在會議上談到聯合政府的穩定性，並警告解散政府

會帶來的後果。 

 

總理說：「政府必須繼續運作，以便對受新冠疫情影響的

企業進行補救，並讓今年在莫蘭山（Mt. Meron）舉行的篝

火節（Lag BaOmer）慶祝活動能夠安全舉行，而不會再次以

可避免的悲劇告終。」 

 



 

雖然完整的立法計劃將在第一次全體會議前幾個小時敲定，

但預計批准的首項法案是補償以色列受新冠疫情影響的自

營業者。 

 

儘管如此，聯合政府中的裂痕已經顯現出來。 

 

週日時，「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Yisrael Beytenu）的

以利．艾維達（Eli Avidar）當選為以色列議員，但卻作為獨

立運作的議員。他重申自己打算推動一項防止刑事被告人

組建政府的法案，而這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對納坦雅胡的

人身攻擊。 

 

班奈特的右傾黨內的一位消息人士指出，艾維達的法案正

是一種可能危及脆弱共識並造成適得其反的行為。 

 



 

 

2019 年 4 月 29 日，「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議員艾維達在議會。

（照片來源：Noam Revkin Fenton/Flash90） 

 

以色列聯合黨議員艾維．狄希特（Avi Dichter）提出的一項

法案同樣具有潛在的煽動性，但得到右傾黨的宗教服務部

長馬坦．卡哈納（Matan Kahane）在部長級立法委員會的支

持，該委員會是政府支持立法並作為把關的單位。根據希

伯來語日報「Israel Hayom」的一篇報導指出，該法案將修

改刑法，將「外國政治實體」歸類為國家可以限制接觸的

外國代理人，擴大後的定義將包括巴勒斯坦權力機構等非

國家機構。此項法案被理解為對左翼組織的限制，並且很

難在鴿派的梅雷茲黨（Meretz）和工黨（Labor）的聯盟中

被接受。 



 

班奈特總理自己的政黨右傾黨也是造成聯盟緊張的根源。

據報導，內政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與議

員尼爾．奧爾巴赫（Nir Orbach）和阿比爾．卡拉（Abir 

Kara）正在協調他們的行動。目前，奧爾巴赫的要求是透過

向猶太學校的（Yeshiva）學生提供托兒補貼並推進批准西

岸定居點的建設。卡拉則希望為小企業和自營業者帶來經

濟利益，其中包括週一預期通過的新冠疫情撥款法案。 

 

右傾黨議員雪莉．平托（Shirly Pinto）也引起不小的轟動，

她說她想要席爾曼過去擔任的衛生委員會主席的位置。儘

管席爾曼離開了聯盟，但聯合政府仍保留她的委員會主席

地位，因為右傾黨希望能透過此舉讓席爾曼不要投票給反

對派。第 12 頻道報導平托向班奈特提出額外要求，包括為

身障者社群服務提供資金。 

 

 

 

 

 

 

 



 

在席爾曼辭職後，聯合政府仍然缺乏新的黨鞭。「擁有未

來黨」（Yesh Atid）議員托波羅夫斯基（Toporovsky）暫時

遞補黨鞭的位置，但班奈特仍希望能由右傾黨議員來擔任。

報導指出，該黨的首選為奧爾巴赫，然而他尚未同意擔任

此職務。奧爾巴赫的團隊提出他的其他要求，包括敲定西

岸建設計劃以及為非法定居點連接電力。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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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11: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裡面，又從

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 



 

阿摩司書 3:3 

二人若不同心，豈能同行呢？ 

 

為以色列聯合政府禱告，求神使各黨派都能同心合意地治

理內政和外交，修復受到疫情打擊的企業和經濟，妥善處

理通膨的問題，而不因各自利益及訴求有紛爭，也求主保

守不需要再經歷解散政府及重新選舉的痛苦。 

  



 

以民對聯合政府 

可能失去多數席位之想法 

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贊成舉行新的議會選舉，近 30%的受

訪者則願意繼續支持現任政府。 

 

2021 年 6 月 28 日，以色列國防部長本尼．甘茨（Benny Gantz）、以

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與總理納夫塔利．班奈

特（Naftali Bennet）與伊迪特．西爾曼（Idit Silman）出席在耶路撒

冷舉行的以色列議會（Knesset）之全體會議。（圖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以色列民主研究院（Israel Democracy Institute）進行一項新

的民意調查，詢問民眾對政府可能失去議會中多數席位的

想法。 

 

民調發現 35.1%的民眾贊成舉行新的議會選舉，28.9%的民

眾則願意支持作為少數派的現任政府，因為在野黨能在某

些議題上為政府提供外部支援。另有 32.3%的人民表示無需

再舉行改選，而是期待在本屆議會中組建新政府。其餘

3.7%的人則給予其他答覆。 

 

在猶太受訪者中，多數人贊同在議會中組成新政府，而阿

拉伯受訪者則壓倒性認為要進行選舉。 

 

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都認為現任政府能繼續執政到年底的可

能性「相當低」。 

 

當詢問受訪者關於班奈特上個月處理安全事件的政策上，

評分標準為 5 分代表極佳，1 分則是最差。10.3%的民眾表

示極佳，20%的人給予班奈特政府 4 分，20.3%表示 3 分，

15.6%給了 3 分，15.6 的人表示 2 分，29%的民眾則認為極

差。 



 

 

本月上旬之議會大會的某次會議中，宗教服務部長馬坦．卡哈納

（Matan Kahana）坐在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旁邊。（圖片來源：

OLIVIER FITOUSSI/FLASH90） 

 

絕大多數阿拉伯受訪者給班奈特的分數最低，而猶太人的

回應則好壞參半。 

 

當被問及在可見的未來對以色列的安全局勢有何看法時，

37.7%的人表示樂觀，57.7%的民眾表示悲觀，4.6%的百姓

拒絕回應或表示不知道，而阿拉伯受訪者比猶太受訪者顯

得更為悲觀。 

 



 

此項針對601名男性和女性的民意調查可做為代表以色列18

歲以上成年人口的國家樣本，最大抽樣誤差為±3.65%。 

 

文章來源： JP 

文章日期：2022/0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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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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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們為以色列全民的合一及政府滿有智慧守望代禱。

願人心回轉向祢，願祢賜下祢的平安在其中。因祢是使人

有盼望的神！ 

 

 



 

以色列與埃及首次直航起飛 

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總理和埃及總理阿卜

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兩人於九月舉行

的會議上一致同意達成此新路線。 

 

旅遊部長約爾．拉茲博佐夫（Yoel Razbozov）在本—古里安機場為

以色列和埃及的新航線剪綵。（照片來源：SIVAN FARAJ） 

 

開羅航空公司週一啟動特拉維夫（Tel Aviv）和沙姆沙伊赫

（Sharm e-Sheikh）規劃的直班航線。這是埃及航空公司首

次營運從以色列本—古里安機場（Ben Gurion Airport）飛往

埃及的航班。 

 



 

此新路線由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和埃及總理阿卜

杜勒．法塔赫．塞西於九月舉行的會議上達成協議，原本

預計此路線會在逾越節期中開通。 

 

據埃及在以色列的航空公司代表迪森豪斯旅遊（Diesenhaus 

Unitours） 表示，開羅航空公司預計每週將有三天的航班往

返以色列與埃及。 

 

迪森豪斯旅遊執行長哈尼．索布爾（Hani Sobul）說到：

「以色列人對飛往沙姆沙伊赫的航班非常感興趣。」並指

出首次飛航相當成功，「滿載」了 170名以色列乘客。 

 

「旅遊業是國家建立牢固外交關係的橋樑。」旅遊部長約

爾．拉茲博佐夫在週一的航線開工儀式上表明「與埃及、

約旦和亞伯拉罕協定的歷史性和平促成旅遊領域的合作，

並鞏固以色列與這些國家之間牢固的聯繫。」 



 

 

2021年 12月 22日在本—古里安國際機場看到的旅客。（照片來源：

FLASH90） 

 

拉茲博佐夫表明新航線是兩國關係利益的「成功實例」。

據報導以色列旅遊部敦促航空公司降低新航線價格，其中

幾家已同意拉茲博佐夫的要求。 

 

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於三月宣布此路線時表示「這是為

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協定升溫而邁出的另一步。」總理還

感謝以色列國家安全局（Shin Bet）領導制定的安全規範，

使得航線的營運成為可能。 

 



 

埃及，特別是西奈半島（Sinai peninsula），是以色列人的

熱門度假勝地。在逾越節期間，約有五千名以色列人越過

塔巴（Taba）通過邊境進入西奈半島，進而造成持續數小

時的班機延誤。 

 

文章來源： JP 

文章日期：202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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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 19:23-25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

及，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

華。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

人得福。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

百姓，亞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感謝神保守此航線的開通，促使以色列與埃及關係更加穩

固和平。願此通路成為神國福音的管道，使神的旨意暢行

無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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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