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51期 
 
 

以色列荒謬的國會 

惡鬥突顯政治混亂 
我們的政府竭盡所能治理這個國家，但我們的反對陣營不

是直接提出建設性批評，而是持續抱持敵對態度。同時，

以色列要面對的內外部挑戰也不斷增加。 

 

202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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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5月 23日，以色列聯合黨（Likud）領袖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以色列國會的政黨會議上發表演說。（照片來源：

Yonatan Sindel/Flash90） 

 

以色列國會在週二稍早前通過一項法律，提撥國家預算經

費作為一些以色列退伍軍人的學生獎學金。 

 
這原本應該是一項能夠直接獲得廣泛共識的立法，也就是

改由國家接管這項急需倡議的資金，因為這項計畫至今仍

然由私人捐款贊助。 

 
相反地，這項法案卻演變成嚴重的黨派鬥爭，突顯出以色

列政治有多麼分崩離析，以及為以色列帶來多大的傷害。 

 
在投票前，反對黨領袖納坦雅胡堅持認為應該反對這項立

法，不是因為它的法律依據，而是因為納坦雅胡盡其所能

要將這個聯合政府趕下台，包括反對這個政府提出的所有

法案，為的是證明在失去國會多數席次後，以色列總理班

奈特（Naftali Bennett）及其盟友已無法有效治理以色列。 

 

納坦雅胡的反對陣營裡，不是每個人都對這樣的立場感到

自在，他們擔心以色列聯合黨反對了這項直接造福以色列

士兵的計畫，因為這提案原本應該是要全力支持的。 



 

 
2022 年 5 月 24 日，以色列聯合黨議員雷格夫（Miri Regev）。（照片

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當以色列聯合黨議員米利暗‧雷格夫（Miri Regev）在上週

聯合黨派系會議中，在不知情或不在意的情況下被錄音，

讓這一連串政治戲碼來到了低點。她宣稱，如果要將這個

令人生厭、明顯危機四伏的聯合政府趕下台，絕不容許有

任何的不安存在。她指出其所屬政黨及其他反對陣營，應

該投票反對這項他們通常會支持的立法。即使這個更大目

標代表要投票反對以色列士兵、殘障人士、強暴案受害者

與受虐婦女的權益，都不能有一絲不安的可能存在陣營中。 

 
 
 
 
 



 

納坦雅胡後來終於瞭解，調整其立場已經造成傷害，而且

可能帶來更大的傷害。因此納坦雅胡宣布，他和其支持者

會支持這項立法，但前提是這項立法要為這項獎學金計畫

提供 100%資金，而不是政府法案以及先前私人募資提撥的

66%資金。但聯合政府成員回絕這項要求並指出，在納坦雅

胡擔任以色列總理時，就選擇不通過這類立法。而且專家

都不贊成提供 100%資金，因為如果學生在學時承擔財務風

險，他們就更有可能完成學業。 

 
在投票前幾個小時，政府與反對派依然爭論不休，這項立

法顯然將要走向失敗。 

 

 
2022 年 5 月 23 日，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在以色列

國會對媒體發表聲明。（照片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雙方都聲稱，如果法案闖關失敗，就能享有勝利成果：聯

合政府會表現出他們力圖做正確的事，但遭到漠視士兵福

祉的強硬派反對黨的阻撓。反對派會爭辯這項法案暴露出

聯合政府在立法上的窘境；並要社會大眾放心，一旦他們

重新取得政權，將通過對以色列士兵更有利的立法。 

 

然而問題在於如果這次立法失敗，那保家衛國的戰鬥士兵

將無法獲得國家資助他們退伍後的求學之路了。 

 

 
2021年 11月 17日，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和以色列國防軍（IDF）士

兵及退伍軍人參加在特拉維夫舉辦的以色列國防軍傷殘士兵表揚活

動。（照片來源：Avshalom Sassoni/Flash90） 

 

 
 



 

然而這次特別令人沮喪的一連串政治戲碼獲得了圓滿結局。

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Benny Gantz）也是以色列國防軍前

參謀總長，決心挽救以色列士兵的利益，免於遭受憤世嫉

俗政治的碾壓，提出了十一小時的折衷方案：這項法案經

過修正後，估計只要額外增加一千五百萬舍克勒（折合台

幣約一億四千萬元）的經費，不是只支付這些士兵三分之

二的學費，而且更慷慨地支付士兵四分之三的學費。 

 
反對陣營中，以色列聯合黨及納坦雅胡其他支持者走了甘

茨所給的下台階，從以色列議會全體大會中離席，而不是

反對這項法案，讓這項法案能夠以絕對多數通過立法。（他

們不能對這項法案進行投票，因為另一個反對黨，主要是

阿拉伯政黨聯合名單（Joint List）之前已正式將這次投票當

成一次不信任動議。如果親納坦雅胡的國會議員投下贊成

票，他們就不只是支持獎學金法，而也是表示為他們十分

支持現任政府。） 

 
 
 
 
 
 
 
 
 
 



 

不過，在法案順利通過前發生的這些荒唐戲碼，已突顯以

色列政治經常處在混亂與困境中。聯合政府、反對黨、部

會首長和以色列國會議員每天、甚至是每一小時進行各種

出於自身利益考量的無情算計，評估自身及所屬政黨的利

益；不論是為了支持政府、從內部推翻這個政府，或從外

部加速這個政府垮台。上週，梅雷茲黨（Meretz）國會議員

在一連串抱怨中退出聯合政府，她抱怨以色列對阿克薩清

真寺（Al Aqsa Mosque）的政策，而且在她改變主意前，還

引發了好幾天的動盪。本週一名藍白聯盟（Blue and White）

國會議員還威脅對聯合政府投下反對票（雖然不是要讓這

個政府垮台的法案），因為他認為政府推動的政策正在傷害

弱勢。 

 

從某個程度來說過去三年來，由於以色列沒有政治領袖能

夠建立真正穩定的聯合政府，因此以色列的國家治理已進

入半癱瘓狀態，以致於以色列就一直自危機徘徊走向政治

危機。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直被持續進行記錄，其中也

包括本篇文章的作者。而其中最顯著的原因是，以色列國

會中有兩個勢不兩立的多數黨，包括右派意識型態的多數

黨和個人反納坦雅胡的多數黨。 

 

不過，這種政治失能局面持續時間愈長，對以色列就愈危

險。我們的政府竭盡所能治理這個國家，但我們的反對陣

營不是直接提出建設性批評，而是持續抱持敵對態度。同

時，以色列要面對的內外部挑戰也不斷增加。 

 



 

 
2022年 5月 22日，來自以色列各地的學校教師在特拉維夫進行抗議

活動。（照片來源：Avshalom Sassoni/Flash90） 

 

伊朗核彈正步步逼近。同樣的以色列警察首長對夏琳‧阿

克勒（Shireen Abu Akleh）在耶路撒冷的喪禮也處理得相當

糟糕，儘管他們信誓旦旦宣稱，他們有能力確保耶路撒冷

舊城穆斯林區在週日舉辦的「耶路撒冷日國旗遊行」

（Jerusalem Day Flag March)）不會出錯。以色列國內的貧富

差距每週都在擴大。以色列住宅價格持續攀升，甚至遠超

出一般民眾可以負擔的程度。教師這個職業待遇低而且教

室環境不理想，長久以來無法吸引優秀人才，這些教師還

威脅採取罷工行動。醫護人員在薪資待遇與條件上也是長

期落後，還要遭受口頭和身體攻擊。 

 
 



 

即使我們有穩定的政府及負責任的反對黨願意投注全部精

力，以色列所有這些問題及諸多挑戰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夠

解決。但我們的狀況卻不是這麼一回事，現任政府與反對

派都支持這項對以色列士兵相當重要卻規模較小的立法，

但令人沮喪的是，這項立法顯明被雙方都浪費在每一時每

一刻的政治惡鬥上。 

 
文章出處： TOI 

新聞日期：2022/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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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 

紛爭的起頭如水放開，所以，在爭鬧之先必當止息爭競。 

 
詩篇 133:1-3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

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

好比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

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求神賜下和睦，止息以色列政府中的爭競與紛爭，使政府

與反對黨都能盡心為國家與人民服務，並使政府首長能倚

靠耶和華，得著豐富的智慧來處理以色列所有的內政問題; 

奉主名祝福以色列聯合政府能行公義，好憐憫，與神同行，

蒙神悅納！  



 

以色列國旗遊行後 

的東耶路撒冷衝突 

 
2022年 5月 29日，在紀念耶路撒冷日的以色列國旗遊行後，消防員

在東耶路撒冷謝赫賈拉附近的衝突中為一輛起火的車輛滅火。（照片

來源：RONALDO SCHEMIDT /法新社） 

 

週日晚間，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猶太人和以色列警察在耶

路撒冷的多個地點發生衝突，成千上萬的民族主義猶太人

在這座城市裡舉行了具爭議性的國旗遊行，遊行時通過了

老城，結束了漫長緊張的一天。 

 
 
 
 



 

至少五名以色列警察以及幾名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在暴力

事件中受傷。據以色列警方稱，巴勒斯坦人在老城的糞廠

門（Dung Gate）附近向一名猶太以色列人投擲石塊。受害

人送醫後目前狀況良好。 

 

稍早，超過七萬名的以色列猶太人遊行穿過老城的穆斯林

區，慶祝以色列在 1967年佔領耶路撒冷的東半部。遊行是

在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威脅要做出暴力回應的陰影下，以及

參與者喊出種族主義口號時進行的。 

 

巴勒斯坦人和猶太人晚些時候在謝赫賈拉社區爆發了暴力

衝突，其中包括投擲石塊。警方試圖強行驅散暴徒，甚至

有些警察騎著馬追趕他們。 

 

謝赫賈拉是老城北方的一個社區，已成為猶太人和巴勒斯

坦人爭奪耶路撒冷的一個爆發熱點。以色列猶太人經過錯

綜複雜的驅逐事件後慢慢進入該地區，進而點燃了與巴勒

斯坦居民的緊張關係。 

 

在現場的鏡頭中，可以看到以色列猶太人向街道另一邊的

巴勒斯坦人從家中投擲石塊。目前尚不清楚衝突是如何開

始的，但巴勒斯坦居民指責「猶太極端分子」先開始了戰

鬥。 

 



 

「他們打破了多輛汽車，向住家投擲石塊，並試圖毆打

人。他們向人們噴灑辣椒噴霧。」目睹了衝突的謝赫賈拉

居民薩拉赫‧迪亞布（Salah Diab）說。 

 

警方還扣押了以色列居民塔爾‧約什瓦耶夫（Tal 

Yoshvayev），他的汽車數次被縱火，據稱為巴勒斯坦襲擊者

所為，他後來被釋放。 

 

巴勒斯坦人向現場的另一名以色列人投擲石塊，此傷患後

來被救治。 

 

迪亞布承認巴勒斯坦人也參與了衝突，但聲稱是出於自我

防衛。據以色列警方稱，週日晚上有兩人因在謝赫賈拉聚

眾鬧事而被逮捕。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暴力行為，而警察卻什麼也沒

做。那裡有阿拉伯人，他們嘗試為自己辯護，結果警察竟

然會因為他們保護自己逮捕他們。」迪亞布告訴以色列時

報。 

 

在另一個現場的片段中，可以看到一名舉著以色列國旗的

男子試圖毆打一名剛從一台附有橫布條的汽車下來的巴勒

斯坦人。 

 

警方發言人在一份聲明中說：「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兩名疑似

襲擊正在執行職務的以色列邊防警察的嫌疑人。」 



 

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Kan Public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阿拉伯語台的警察記者伊亞德‧哈布（Iyad Harb）在同樣在

謝赫賈拉遭到蒙面男子襲擊後被送往醫院。 

 

哈布說，毆打他並將他打倒在地的襲擊者是說希伯來語

的。 

 

「蒙面的猶太青年要求我停止拍攝，然後他們用辣椒噴霧

或催淚瓦斯襲擊我……然後我倒在地上，他們用棍子打我

的頭和背，還踢我。」哈布說。 

 

根據社交媒體上流傳的鏡頭，兩輛以色列公車也在東耶路

撒冷伊薩維亞（Isawiya）附近遭到襲擊。 

 

影片顯示，數十名巴勒斯坦人投擲石塊並將其中一輛汽車

點燃。除了司機外，公車上沒有其他人，也無人傷亡。 

 

同樣在伊薩維亞，一間靠近衝突現場的婚禮宴會廳起火。

九支消防隊被派去控制大火，導致部分屋頂塌陷。 

 

火災發生時，宴會廳裡沒有人，消防員表示現在確定起火

的原因還為時過早。 

 
 
 
 



 

數十名巴勒斯坦人也在東耶路撒冷的錫勒萬（Silwan）遊

行，抗議耶路撒冷日的遊行，其他巴勒斯坦人則在耶路撒

冷北部郊區的卡蘭迪亞（Qalandiya）檢查站附近燃燒輪

胎。 

 

儘管耶路撒冷日（Jerusalem Day）是國定假日，就是記念以

色列在 1967年六日戰爭（Six Day War）中從約旦手中奪回

老城和東耶路撒冷的日子，現在主要由右翼派的虔誠猶太

人在慶祝。 

 

週日上午，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總理呼籲

參加下午遊行的人以負責任的態度進行，因為他希望以色

列人有個快樂的耶路撒冷日。 

 

「在以色列首都懸掛以色列國旗是不言而喻的。」班奈特

說。「我要求參與者以負責任和尊重的方式慶祝。」 

 



 

 
2022年 5月 29日，在耶路撒冷日慶祝活動期間，猶太復國主義黨領

袖貝撒勒‧斯莫特里奇（MK Bezalel Smotrich）在耶路撒冷老城外的

大馬士革門揮舞著一面以色列國旗。（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警察部署了大約 兩千名警察來確保集會安全，因為預計可

能會出現緊張局勢，所以穿著便衣的保全人員將分散在老

城的巷道中。 

 

儘管如此，右翼派的以色列遊行者和巴勒斯坦人之間還是

全天候的爆發了許多衝突。據以色列警方稱，至少有六十

人因暴力行為被拘留。據警方和醫務人員稱，五名以色列

警察、三名以色列人和四十名巴勒斯坦人受傷。 

 
 
 



 

這場遊行被視為多年來最大的耶路撒冷日遊行，數以萬計

的以色列猶太人湧入耶路撒冷市中心，並前往大馬士革門

（Damascus Gate），在那裡可以看到一波藍白相間的旗幟一

直延伸到遠處。 

 

巴勒斯坦人還在耶路撒冷日遊行附近的薩拉丁街（Salah al-

Din）抗議時與以色列警察發生衝突。在該地區的鏡頭中可

以看到一大群示威者揮舞著巴勒斯坦國旗，大多數被拘留

者似乎是那次集會的巴勒斯坦人。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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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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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耶穌是和平的君王，求神的憐憫和公義臨到以色列，終止

鬥爭，使以色列人及巴勒斯坦人中間可以維護和平，彼此

相愛，彼此祝福。 



 

烏否認俄羅斯已包圍東部城市 

「北頓內茨克」 
據基輔（Kyiv）表示俄羅斯軍隊在戰略城市的郊區被擊退，

因為一萬五千名平民遭受莫斯科軍隊的「持續砲擊」。 

 

 
2022年 5月 26日，烏克蘭東部地區頓巴斯（Donbas）的砲擊中，北

頓內茨克市（Severodonetsk）升起煙霧和塵土。（照片來源：Aris 

Messinis/法新社） 

 

烏克蘭的克拉馬托爾斯克（Kramatorsk）法新社（AFP）報

導，莫斯科聲稱，在烏克蘭東部展開全面戰鬥的俄軍已佔

領戰略重鎮萊曼（Lyman），並包圍住一個主要的工業中心。 

 



 

但一名烏克蘭官員否認數週激烈戰鬥焦點的北頓內茨克市

（Severodonetsk）已被包圍，稱烏克蘭軍隊已在其郊區將

俄軍擊退。 

 

週六在烏克蘭工業中心地帶的爭奪戰愈演愈烈之際，法國

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和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呼籲俄羅斯領導人普丁（Vladimir Putin）和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進行「面對面的認真

談判。」 

 

德國總理辦公室表示，歐盟領袖與俄羅斯領導人的八十分

鐘電話會談中，仍「堅持要求立即停火並撤出俄羅斯軍

隊。」 

 

由於戰爭初期未能奪取首都基輔，俄羅斯已將重點轉移到

東部的頓巴斯（Donbas），試圖鞏固已被其控制的地區。 

 

澤倫斯基在每日全國發言中說道：「現在情況變得非常困

難，尤其是在頓巴斯（Donbas）和哈爾科夫（Kharkiv）地

區，俄軍試圖為自己至少強行爭取一些成果。」 

 
 



 

 
烏克蘭總統新聞辦公室於 2022年 5月 1日發布的這張圖片說明烏克

蘭總統澤倫斯基與美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會面的前一天

抵達烏克蘭基輔。（照片為烏克蘭總統新聞辦公室經由美聯社所發佈） 
 
週六稍早，俄羅斯國防部表示「克拉斯尼利曼鎮（Krasny 

Liman）已完全從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之下被解放」，並使用

莫斯科的名稱呼萊曼（Lyman）鎮。 

 
萊曼鎮位於通往克拉馬托爾斯克（Kramatorsk）和北頓內茨

克的必經之路，俄羅斯官媒引用盧甘斯克（Luhansk）省的

一名警察說的話：「現在已被包圍了。」 

 
但該地區州長謝爾吉‧蓋迪（Sergiy Gaid）告訴烏克蘭電視

台：「北頓內茨克還未被切斷……仍可提供人道主義援

助。」 

 



 

就在他發表這番話時，俄羅斯在另一次軍事訓練演習中表

示，他們已在北極成功測試高超音速導彈。 

 
收緊繩索 

估計有一萬五千名平民仍然在北頓內茨克境內，當地官員

說「不間斷的砲擊」使進出城市變得越加困難。 

 

「目前疏散人民是極不安全的，若想設法撤離也是依個別

情況而定。現在優先考慮的應是傷員和需要嚴重醫療援助

的人。」該市軍事和民政部門負責人奧列克桑德爾‧斯特

魯克（Oleksandr Stryuk）說道。 

 

水源的供應也越來越不穩定，因為缺電就意味著城鎮水塔

的抽水機不再運作，他補充說道，居民已有兩個多星期沒

有手機訊號。 

 

 



 

2022年 5月 22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連接烏克蘭東部頓巴斯

地區的利斯琴斯克（Lysychansk）市和北頓內茨克市的橋樑被毀。

（照片來源：Aris Messinis/法新社） 
 
盧甘斯克省長蓋迪週六晚表示，與外界保持聯繫的唯一道

路將成為俄羅斯持續襲擊的重點。 

 

「下週將會非常地艱難，因為俄羅斯將其所有資源用於奪

取北頓內茨克，或切斷該州與烏克蘭的聯繫。」他繼續說

道。 

 
法國、德國敦促談判 

當法國和德國呼籲進行旨在結束一場造成數百萬難民的戰

爭的會談時，週六與普丁的電話會談也集中在迫在眉睫的

全球糧食安全危機上。 

 
除了佔領馬立波等主要港口城市外，俄羅斯還利用其軍艦

切斷仍在烏克蘭手中的其他城市並阻止糧食供應運出。 

 

俄羅斯和烏克蘭供應全球市場上大約 30%的小麥交易量。 

 

俄羅斯緊收自己的小麥出口，而烏克蘭的大量庫存被困在

倉庫以致於價格提高也削減了全球的供應量。 

 

普丁一再否認任何相關責任，反而指責是因西方制裁所導

致。 



 

 
2022 年 5 月 27 日週五，一名俄羅斯軍人站在烏克蘭東部頓內茨克

（Donetsk）人民共和國政府管轄的馬立波（Mariupol）的馬立波海

港區域守衛。（照片來源：美聯社） 
 
但週六他告訴馬克宏和蕭茲，俄羅斯已「準備好」尋找方

法讓更多的小麥進入全球市場。 

 

克里姆林宮引用普丁的話表示：「俄羅斯準備好尋求不受

攔阻的糧食出口管道，包括從黑海（Black Sea）港口出口烏

克蘭的穀糧。」 

 

他還呼籲解除制裁並允許「增加俄羅斯化肥和農產品的供

應」進入全球市場。 

 
 
 
 



 

普丁就武器發出警告 

與此同時，澤倫斯基緊急呼籲烏克蘭的西方盟國提供更先

進的武器，似乎以此能取得更佳成果。據美國媒體報導，

華府同意發送先進的遠程飛彈系統。 

 

五角大廈發言人約翰‧柯比（John Kirby）並未證實運送基

輔當之急需的 M270多管飛彈發射系統。這是個高度機動性

設備，其射程高達三百公里（186 英里）。 

 

但他表示，華府「仍盡力幫助他們在戰場上打勝仗。」 

 

 
2022 年 5 月 23 日，烏克蘭東部的的科斯地安季尼夫卡

（Kostyantynivka）醫院，護士正在照顧一名因腿部和腹部受傷接受

手術的病人。（照片來源：Francisco Seco/美聯社） 

 



 

英國首相辦公室表示，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在週六的

電談中告訴澤倫斯基，英國會繼續幫助「提供他們需要的

設備。」 

 

但普丁警告馬克宏和蕭茲，增加提供給烏克蘭武器將會是

「危險的」舉動，並有「進一步破壞穩定關係」的風險。 

 

普丁在俄羅斯軍隊表示成功發射一枚飛越北極區約一千公

里的鋯石（Zicrcon）高超音速巡航導彈之後發表講話的。 

 

澤倫斯基試圖加強對莫斯科施展的國際壓力同時，將會在

週一的緊急高峰會上與歐盟領袖們就禁運俄羅斯石油的議

題上進行發言。 

 

匈牙利總理維克‧奧爾班（Viktor Orban）與普丁關係密切，

匈牙利目前正舉行討論該措施的相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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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路加福音 21:9-11 

你們聽見打仗和擾亂的事，不要驚惶；因為這些事必須先

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時就到。」當時，耶穌對他們說：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地要大大震動，多處必有饑

荒、瘟疫，又有可怕的異象和大神蹟從天上顯現。 

 
彌迦書 4:3 

他必在多國的民中施行審判，為遠方強盛的國斷定是非。

他們要將刀打成犁頭，把槍打成鐮刀。這國不舉刀攻擊那

國；他們也不再學習戰事。 

 

親愛的主耶穌，感謝祢已發預言使屬於祢的百姓不至於驚

恐，也能在烏克蘭的處境中，使烏克蘭百姓得著祢所賜下

的平安和盼望，我們祈求烏克蘭百姓在生命的低谷中能蒙

憐憫得救恩。 
 
 
 
 
 

 



 

耶路撒冷郵報的民意調查 

敲響共存警鐘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國家願景不需要因著政府而消亡。 

 
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和曼蘇爾‧阿巴斯（Mansour 

Abbas）在以色列議會。（照片來源：Emmanuel Dunand/AFP via Getty 

Images） 

 

週五公佈的《耶路撒冷郵報》民意調查得出了三個重要結

論。 

 

第一個與最可悲的一點是以色列近 70%的人不希望阿拉伯政

黨未來成為聯合政府的一部分。 

 
 



 

這個數字不僅包括以色列猶太人，還包含著以色列阿拉伯

人。根據民意調查顯示，以色列兩百萬名阿拉伯人中約有

40%的百姓認為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外交部長亞伊爾‧

拉皮德（Yair Lapid）和阿拉伯聯合黨（Ra'am，註：拉姆黨）

黨魁曼蘇爾‧阿巴斯所嘗試的執政實驗失敗了，並認為不

應再重蹈覆轍。 

 
儘管他們在過去一年中看見聯合政府的執政成果，可能也

正因為此，才認為不該再重蹈覆徹，大多數以色列人不希

望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共同在政府中執政。 

 

第二個要點是如果宗教錫安主義者政黨中的極右翼（Otzma 

Yehudit）派系領袖伊塔馬爾‧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

在未來的選舉中獨自參選，他將會在議會獲得約六個席位。 

 



 

宗教錫安主義者黨議員伊塔馬爾‧本－格維爾與拉姆黨黨魁曼蘇爾‧

阿巴斯發生衝突，因為阿巴斯宣布他不會在 2022 年 5 月 11 日的解

散國會案中投下支持票。（照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JP） 

 

讓我們想想本－格維爾是誰，他是凱煦黨（Kach）創始人梅

爾‧卡漢（Meir Kahane）的追隨者，梅爾‧卡漢是激進組

織先前的領導人，直到最近他還在希伯崙（Hebron）的家

中掛著恐怖份子巴魯克‧戈登斯坦（Baruch Goldstein）的照

片。戈登斯坦是美國出生的以色列醫生，1994 年時，他在

希伯倫的麥比拉洞（Machpela Cave）屠殺了二十九名穆斯

林。 

 
 
 



 

第三點是無論在哪種情況下，民意調查中顯示反對派領導

人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不可能組建聯合

政府，並且也無法達到在以色列建立政府所需的六十一個

席位。 

 

以色列是個擁有九百萬人口的國家。其中七百萬是猶太人，

兩百萬是阿拉伯人，裡頭包含著穆斯林和基督徒。他們不

是住在別的地方，他們都和猶太人一起住在像耶路撒冷、

雅法（Jaffa）、盧德（Lod）、阿卡（Acre）和其他的城市中，

由此可知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一起工作，一起買東西也一起

生活著。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都在同一個政府是現實生活的直接延伸。

這樣的情況有時很難、很複雜，甚至令人難以忍受，但是

共存對所有以色列人而言是對的事情，無論對猶太公民還

是阿拉伯公民都是一樣的。 

 
本－格維爾的想法卻與「共存」恰恰相反，他不想與居住

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相處。他彷彿是美國白人至上主義的

以色列版本。 

 
 
 
 
 
 



 

本－格維爾聲望的上升來自於他成功利用了以色列的一種

情緒，就是「政府是軟弱的」這種想法，讓人民認為政府

在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做得還不夠，而且經常向美國等西方

大國投降。當你是一個不用負擔責任且從未被要求做出影

響國家發展決定的政治家時，這的確是個容易推動和讓人

信服的想法。 

 
雖然民意調查的結果體現了大眾的想法，但仍應該引起那

些希望生活在一個提倡平等、自主和公民自由之國民的關

注。本－格維爾的名聲上升是合法的，他也的確在政治上

做出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但是如民意調查所示，反對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夥伴關係」的轉變，以及本－格維爾

的崛起顯示出以色列的另一面，而這一面是建立以色列國

並為它的存在而戰的人們所無法想像的。  

 

這表示即使以色列復國後，過了七十四年，以色列仍然必

須決定它想往哪裡去。以色列要將國內的猶太公民和阿拉

伯公民分開呢？還是要努力實現兩民族間更大的融合？這

是班奈特政府試圖透過展現合作夥伴關係的樣貌來給出的

答案，而本－格維爾則想以不同信息來回答，就是「猶太

力量之一就是在以色列土地上統治阿拉伯人」。 

 
 
 
 



 

週五公佈的民意調查應該為以色列敲響了警鐘，雖然現任

政府有可能會在未來幾週內垮台，但這並不代表結合猶太

人和阿拉伯人的國家願景需要隨之消亡。共存的願景仍然

是以色列人都應該努力的方向，也確實是保持以色列的猶

太和民主特徵的唯一途徑。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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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14:1 

耶和華要憐恤雅各，必再揀選以色列，將他們安置在本

地。寄居的必與他們聯合，緊貼雅各家。 

 
詩篇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我求神賜下合一在以色列的政府與人民中，除去所有想促

成族群對立的手段，使猶太人與阿拉伯人都能和睦相處並

一起生活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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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