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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徒」所代表的意義 
 

 
 

「門徒」這詞聽起來既神聖又高尚。聖經中，拿撒勒人耶

穌呼召十二位委身於自己的人，讓他們成為他核心的門徒，

然而成為門徒代表什麼？若要找出答案，我們需要回到耶

穌所說的話。 

 

耶穌怎麼稱呼他的門徒？ 

202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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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福音書裡，耶穌呼召十二位平凡人，像是漁夫、體力勞

動者和稅吏，呼召他們成為他的核心追隨者，而我們知道

他們是「門徒」，但這還不是完整的解釋。 

 

他稱這些門徒為「talmidim」，這個希伯來詞來自於詞根

「 דמל 」（LMD），意思是「學習」。代表對門徒來說，最重要

的一件事，就是作為「學生」，而門徒一生都致力於向耶穌

學習。反過來說，他們也沒有稱耶穌為「彌賽亞」（Messiah）

或「救世主」（Savior），而是稱他為「拉比」（Rabbi），這一

希伯來語詞的意思是「我的老師」。 

 

以門徒的身份過好每一天是所有基督徒屬靈生活的核心基

礎。為了成為如同門徒一樣忠心的人，我們應該積極的透

過聖經來學習神的話，一起學習耶穌和他十二個忠心又委

身的門徒所說的話吧。 

 

文章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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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回來了： 
在巴黎會議上重振與非洲關係 

 
那些不承認以色列的國家之官員參與會議時，強調了以色

列在非洲大陸上的獨特潛力。這些國家的大使甚至表示

「巴勒斯坦問題已不是問題」。 
 

 
2022 年 5 月 31 日在巴黎舉行的高峰會。（與會代表由左至右為）以

色列駐法國大使館發言人「西蒙‧塞魯西」（Simon Seroussi）、塞內

加爾駐法國大使「馬蓋帝‧塞伊」（Magatte Seye）、以色列駐塞內加

爾大使「本‧布格爾」（Ben Bourgel）和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JC）

巴黎分會主任「安妮－蘇菲‧塞班－貝卡什」（Anne-Sophie Sebban-

Bécache）在以色列重返非洲的巴黎會議上發表談話。（照片來源：

以色列外交部） 

 



 

巴黎報導，「以色列重返非洲」為本週召開的巴黎會議的明

確信息，會議討論著未來幾年以色列與非洲大陸的關係。 

 

此次為期一天的活動由以色列駐法國大使館（也支付了本

文記者的航班費用）和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巴黎辦事處一起

辦理，匯集了法國和非洲的記者、外交官、企業家和藝術

家，共同探討以色列與非洲國家合作的未來以及商業行為。 

 

「主要的信息是以色列有許多資產可以與非洲分享，並可

以建立雙贏的伙伴關係。」美國猶太人委員會（AJC，全名

為：American Jewish Committee）巴黎辦事處主任安妮-蘇菲‧

塞班-貝卡什（Anne-Sophie Sebban-Bécache）告訴以色列時

報：「我們希望在新的地區專注於可以蓬勃發展的關係，並

讓不同的參與者在這些關係中進行更多投資。」 

 

在已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巴黎第 16 區市政廳中舉辦會議，

似乎這項信息正在獲得認可，即使對以色列沒有公開外交

關係的國家也是如此。一個不承認以色列的國家「馬利」

（Mali）的前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在會議上發表談話，而與

以色列也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索馬利蘭（Somaliland）自治

區由其國防部長代表參與該會議。 

 

與以色列有聯繫的幾個非洲國家出席了會議。塞內加爾駐

法國大使在會議中發表談話，而加納（Ghana）和馬達加斯

加（Madagascar）則派出官員與會。 



 

阿拉伯國家也出現在這場會議當中，摩洛哥（Morocco）駐

巴黎大使和負責非洲事務的埃及外交官認真聆聽會議內容

並愉快的和與會國家建立關係，但未公開向媒體發表言論。 

 

該活動是塞班-貝卡什和以色列駐法國大使館發言人「西蒙‧

塞魯西」（Simon Seroussi）的心血，後者曾擔任以色列駐喀

麥隆（Cameroon）副大使。他們之所以選擇巴黎舉辦會議，

是因為巴黎是非洲專業人士的聚集中心，這座城市也有關

注非洲的媒體機構，以及發行遍佈非洲大陸的法國主流出

版物。 

 

他們成功的吸引了這些媒體的大量報導。總部位於巴黎的

《非洲情報》（Africa Intelligence，註：報導非洲消息的獨立

新聞媒體）在五月初就此次會議進行了報導，來自「法蘭

西 24」（France24）、「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全名：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法國電視國際五台」

（TV5Monde）、「法國星期日報」（Journal De Dimanche）和

「青年非洲新聞」（Jeune Afrique）的記者出席了此次活動，

並採訪了以色列官員。 



 

 

2022 年 5 月 31 日，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巴黎分會主任安妮-蘇菲‧塞

班-貝卡什在巴黎舉行的以色列重返非洲峰會上。（照片來源：Lazar 

Berman/TOI） 

 

以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通過影片概述

了以色列對未來關係的目標。 

 

「我們將共同合作，為數百萬人提供充足的糧食供應。」

拉皮德說。「我們會共同打擊恐怖主義，以確保和平與穩定。

我們將在高科技領域展開合作，為數百萬名以色列人和非

洲人創造工作機會。我們也將培養更深層的外交關係，鞏

固我們歷史悠久且根深蒂固的伙伴關係。」 

 

儘管以色列要與非洲國家間擴大雙邊和多邊關係已是明顯

的趨勢和興趣，但以色列要發揮在非洲的潛力前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 

 



 

「仍然沒有一致且連貫的策略。」塞班-貝卡什感嘆道。 

 

漫長的回歸之路。 

這次會議的名稱為「以色列重返非洲的挑戰與機會」指的

是 1950年代和 1960年代時，以色列與撒哈拉（Sahara）以

南的非洲國家，有著外交關係的全盛時期。在許多例子中，

以色列的農業專業知識和國防技術，十分受到新獨立的非

洲國家歡迎，這些國家也看到了擺脫殖民統治後的國家，

正在建立自己與以色列的某種緊密關係。 

 

 

2022 年 5 月 31 日在巴黎舉行的以色列重返非洲峰會的與會者。（照

片來源：Lazar Berman/TOI） 

 

 

 

 



 

對於以色列來說，最初對西非的關注慢慢的向東轉移，與

敵對阿拉伯世界的周邊國家關係是以色列在 1960 年代安全

理論的核心，而衣索比亞（Ethiopia）、肯亞（Kenya）、坦尚

尼亞（Tanzania）和烏干達（Uganda）皆符合以色列的要求。 

 

以色列在非洲大陸的地位在 1967 年的六日戰爭（Six Day 

War），以及特別是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Yom Kippur War）

後，完全崩潰，當時幾乎所有的昔日盟友都與以色列斷絕

了關係。阿拉伯國家和蘇聯（Soviet Union）開始進入非洲

大陸，而非洲成為親巴勒斯坦和反西方同情的沃土。 

 

1990 年代，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進行簽訂奧斯陸協議的和

談後，以色列才得以慢慢重建與非洲大陸的關係。 

 

「我們終於開始對非洲產生興趣。」1990 年代出生於摩洛

哥的以色列駐法國大使，並在 1999年至 2002年期間擔任駐

聯合國大使的耶胡達‧蘭克里（Yehuda Lancry）回憶道：

「以色列議員與部會首長不太喜歡去非洲，因為對非洲存

在許多偏見。」 

 



 

 

1963 年，肯亞總理喬莫‧甘耶達（Jomo Kenyatta）與以色列當時的

外交部長果爾達‧梅爾（Golda Meir）在肯亞奈洛比（Nairobi）的新

以色列大使館奠基儀式上發言。（照片來源：政府辦公室新聞部） 
 

前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他執政

十二年的後半段領導了一場復興，包括與非洲大陸的幾個

穆斯林佔多數人口比例的國家合作。 

 

除了為以色列的農業、技術和安全知識尋找新市場外，納

坦雅胡還渴望改善非洲國家在聯合國安理會（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等國際論壇上對以色列相關事務的投票記錄。 

 

2016 年 7 月，納坦雅胡訪問了四個東非國家：烏干達、肯

亞、盧安達（Rwanda）和衣索比亞，成為數十年來首位前

往非洲大陸的以色列總理。 

 



 

 

2016年 7月 5日，當時的總理班傑明‧納坦亞胡和他的妻子莎拉

（Sara）在肯亞奈洛比總統府與肯亞總統烏胡魯‧甘耶達（Uhuru 

Kenyatt）和甘耶達塔的妻子會面。（Kobi Gideon/GPO） 

 

同年 12 月，在由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和以色列國際開發署

（「Mashav」，Israel’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共同主辦的以色列農業會議上，以色列接待

了來自十幾個西非國家的七位部長和許多其他高級官員。 

 

2017 年 6 月，納坦雅胡參加了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

（ECOWAS）的年度會議，該組織成員包括十五個國家，總

人口約為 3.2 億。納坦雅胡總理應邀出席在賴比瑞亞

（Liberia）首都蒙羅維亞（Monrovia）舉行的第51屆西非國

家經濟共同體國家元首與政府首腦的例行會議。 

 

「以色列正在大舉重返非洲。」他在這趟行程前如此說道。 



 

蘭克里說，納坦雅胡出訪的時機還有其他原因。蘭克里解

釋，以色列正在強烈考慮推動強大的聯合國安理會席位，

並希望在 2018年選舉進程之前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 

 

以色列的附加價值。 

近年來以色列重返非洲大陸的趨勢逐漸增強。作為 2020 年

《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的一部分，摩洛哥與

以色列和蘇丹實現了關係正常化，並在該國發生政治動蕩

前，就已經宣佈打算這樣做的意圖。 

 

在巴黎會議召開前兩週，以色列駐塞內加爾大使本‧布格

爾成為半世紀以來第一位向查德（Chad）總統遞交到任國

書（credentia）的以色列外交官。 

 
 
 
 
 



 

 
本‧布格爾大使於 2022年 5月 17日向查德總統穆罕默德‧伊德里

斯‧代比‧伊特諾遞交到任國書。（照片來源：以色列外交部推特） 

 

「這是件非常特別的事情。」出生於巴黎的布格爾回憶說，

他還曾擔任以色列駐佛得角（Cape Verde）、甘比亞

（Gambia）、幾內亞（Guinea）和幾內亞比索（Guinea 

Bissau）的非常駐大使。 

 

查德在利比亞獨裁者穆安瑪爾‧格達費（Muammar Gaddafi）

的施壓下，於 1972 年與以色列斷絕關係。以色列和查德則

在 2019年 1月宣佈恢復外交關係。 

 

布格爾解釋說，現在許多國家和組織在西非具有影響力，

包括歐盟、法國、土耳其、阿聯酋（UAE）和中國，但以色

列必須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場（niche）而不是直接競爭。 

 



 

「這個想法是為以色列帶來的特殊附加價值。」布格爾說。

「我們的合作夥伴想確切知道我們可以提供什麼。」 

 

 

 

各國代表們於 2020年 2月 9日在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總部出席

第 33屆非洲聯盟（African Union Summit）高峰會開幕式。（照片來

源：美聯社） 

 

「以色列首先要說的是農業、滴灌（drip irrigation）和技術

解決方案。」他繼續說。「使非洲國家知道『合作』實際上

可以促成什麼。」 

 

據以色列外交部非洲司負責人莎朗‧巴爾利（Sharon Bar-li）

稱，非洲國家還將以色列視為通往華盛頓權力殿堂的管道。 

 

 



 

「事實上，大多數非洲聯盟國家在需要向美國傳達信息時，

都使用以色列為傳達他們需要的管道。」她告訴以色列時

報。「當他們需要關於領導人健康的建議，或者當他們需要

與國防安全有關的方法時，他們也會向以色列尋求幫助。」 

 

蘭克里說許多非洲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也是他們接受

以色列的一個重要因素。他說一位非洲領導人在 2000 年代

他去非洲的一趟旅程中告訴他：「永遠不要把耶路撒冷交出

去，這是屬於你們的，聖經上寫的清清楚楚，這是上帝給

你們的。」 

 

布格爾說，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分歧不再妨礙其他地方的

合作。包括塞內加爾在內，達卡（Dakar）於 2016 年 12 月

和其他國家共同發起了一項抨擊以色列定居點活動的安理

會決議後，以色列召回了大使，並取消以色列在塞內加爾

的對外援助計劃，這是對支持該決議的國家所採取一系列

的報復行動。 

 



 

 
以色列駐塞內加爾特使本‧布格爾。（照片來源：Lazar Berman/TOI） 

 

以色列與塞內加爾兩國在第二年解決了爭端，塞內加爾總

統幫助保護了以色列在二月份新獲得的非洲聯盟觀察員地

位。 

 

「我認為今天被視為更新關係的情況實際上是連續性。」

塞內加爾駐法國大使「馬蓋帝‧塞伊」（Magatte Seye）用

法語告訴《以色列時報》。「我們需要繼續推進以色列和塞

內加爾間的關係，以及以色列和整個非洲大陸間的對話，

這樣我們才能更好的瞭解彼此，共同解決一些在我們國家

之間可能造成困難的問題。」 

 

 

 

 



 

「他們認為巴勒斯坦問題已不是問題。」布格爾說。「他們

說，好吧，雖然我們對中東局勢有自己的看法，但既然巴

勒斯坦人在那裡，以色列人沒有理由不在那裡，這對每個

人來說都將是一個好地方。」 

 

「人們認識到各國無需所有政治問題都達成一致，可以單

單在共同關心的問題上與有利於本國人民的問題上進行合

作和一起努力。」巴爾利解釋道。 

 

 
時任以色列駐加納大使莎朗‧巴爾利（Sharon Bar-li）（右）與迦納官

員在加納的阿克拉（Accra）鎮。（圖片來源：以色列外交部） 

 

她說以色列對這種夥伴關係有著明確的興趣。「從以色列的

角度來看，非洲的穩定、非洲的安全和非洲的繁榮對我們

的穩定與安全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以色列對其在非洲大陸的合作夥伴寄予厚望，

尤其是他們在聯合國的投票方面。 

 

「肯定會有這樣的期望。」曾擔任以色列駐加納和賴比瑞

亞大使的巴爾利說。「我們已經看到了變化的開始。」 

 

「更多的非洲國家正在採取自主立場，而不是自動作為中

立態度集團的一部分來投票。」 

 

「我們要求所有合作夥伴在多邊國家機構內為以色列提供

支持。」布格爾強調說。 

 

這是夥伴關係，而不是權力關係。 
 

不出所料的是以色列作為創業強國的聲譽在巴黎會議上表

現突出。 

 

首先在非洲建立了兩間新創企業的奈及利亞企業家伊伊諾

魯瓦‧埃博耶（Iyinoluwa Eboyeji）和喀麥隆最大的創業孵

化器「ActiveSpace」的執行長史蒂夫‧喬姆巴（Steve 

Tchomba）在會議上發表了談話。 

 



 

 

「Releaf」的聯合創辦人烏佐瑪‧阿約古（Uzoma Ayogu）於 2022年

5 月 31 日在巴黎與沃卡尼國際合作夥伴（Volcani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董事會成員斯圖亞特‧普拉克（Lord Stuart Polak）簽

署了合作備忘錄。（照片來源：以色列外交部） 

 

在會議結束時，「Releaf」的聯合創始人烏佐瑪‧阿約古

（Uzoma Ayogu）與「沃卡尼國際合作夥伴」（Volcani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簽署了一份合作備忘錄，該組織

為致力於與世界分享以色列農業專業知識的非政府組織。 

 

「Releaf」是一家擁有五年歷史的奈及利亞公司，擁有 150

名員工，為非洲的小型棕櫚油農場提供最先進的食品加工

技術。沃卡尼和 「Releaf」將開始合作延長木薯（Cassava）

的保質期，木薯是非洲一種重要的根莖類蔬菜。 

 



 

沃卡尼執行董事丹妮爾‧亞伯拉罕（Danielle Abraham）表

示，以色列作為個已開發經濟體（Advanced economy）而言

是相對獨特的，因為農業一直是以色列經濟成功的驅動力。 

 

「問題是你如何以有效的方式獲取經驗和創新能力，而不

僅僅關於技術，而是以有效的方式分享它。」丹妮爾說。

「我認為最好的方法是找到像『Releaf』這樣的當地合作夥

伴，然後一起合作。」 

 

會議結束兩天後，阿約古開始了他對以色列的首次訪問。

他認為奈及利亞可以從以色列的模式中學到很多東西。 

 

「看到以色列如何從一個新國家變成一個高度發展國家，

以及在全球範圍內作為一個強大的國家，著實令人感到驚

訝。」他說。「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在建設奈及利亞方面吸

取很多教訓。所有的基石都在那裡，我們有非常勤奮的人，

奈及利亞在人才方面享有很高的全球聲譽，但彼此間卻不

能好好的合作。」 

 

他認為以色列對非洲的態度與其他國家不同。 

 

「一些西方合作夥伴說他們來到非洲是為了挽救局面，但

在這次合作裡，以色列卻表示與我們是互補的。以色列表

示他們已經能夠開發 XYZ技術，但不知道該怎麼做到最佳的

實地執行以及如何改進它，他們帶著這樣觀點來到了談判

桌前。」 



 

 

「以色列不是這場大國競爭的一部分。」巴爾利說。「以色

列並沒有在非洲尋求權力，而是尋找夥伴關係，並在共同

利益的問題上進行合作。」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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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8:18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

為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 

以賽亞書 60:1 
興起，發光！因為你的光已經來到！耶和華的榮耀發現照

耀你。 

 

願以色列紀念耶和華神，因為所有得貨財的力量與智慧都

是神賜予他們的。願以色列能和更多非洲國家建立互利互

助的合作關係，並成為世上的光。 

 

 
 



 

因伊朗威脅，以色列警告 
100名國民離開土耳其 

 
電話警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布緊迫的旅遊警告後響起，

以色列準備應對伊朗對被刺殺的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官員

作出的報復行為。 
 

 

2018年 4月 28日，突圍土耳其伊斯坦堡（Istanbul），小亞細亞最大

的清真寺，強穆勒佳清真寺（Camlica Mosqu）全景。（照片來源：

Emrah Gurel/美聯社） 

 

根據週一的電視報導，以色列國防官員致電並直接警告一

百多名在土耳其的以色列國民，他們現在是伊朗的目標，

並要求他們返回以色列。 

 



 

當日稍早，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向土耳其發布了一個國

家旅遊警告，提到那裡的「伊朗恐怖分子」和鄰近國家已

對以色列人已構成具體的威脅。 

 

根據第 12 頻道新聞（Channel 12 news）的無消息來源的報

導，伊朗對土耳其境內的以色列人進行攻擊的威脅是「具

體和直接的，很明顯的是有一個（伊朗的）基礎設施已經

計劃立即採取行動。」 

 

報導指出，以色列情報局（Mossad）錯看了伊朗最近針對

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重要人士和以色列商人的努力，在這

些失敗的行動之後，伊朗現在正在將其目標擴大到土耳其

內一般的以色列民眾。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Kan TV）的一

篇報導還說到，以色列擔心伊朗將瞄準土耳其的一般以色

列遊客。 

 

伊朗所謂的陰謀顯然是對上週伊斯蘭革命衛隊一名高級軍

官遇刺事件的回應，因為伊朗將其歸咎於以色列。 

 

「幾週以來，自從上週伊朗指責以色列，並要以色列對革

命衛隊軍官的死亡負責以來，國防部越來越擔心伊朗試圖

在世界各地以傷害以色列人為目標。」 國家安全委員會週

一表示。 

 

 



 

儘管最近發出了許多不合常規的警告，但土耳其的旅遊警

告仍保持在同一水平，四級中的第三級屬於「中等威脅」，

代表著建議遊客避免在非必要的情況下訪問該國。而第四

級則代表「高度威脅」，表示以色列人被明確告知不要訪

問該國，如果他們已經在當地就立即離開。有此第四級警

告的國家包括伊拉克（Iraq）、葉門（Yemen）、阿富汗

（Afghanistan）和伊朗。 

 

根據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說法，

最近幾週，伊朗特工隊「多次嘗試」襲擊以色列商人和領

事館工作人員，但都失敗。 

 

據第 12 頻道報導，由於伊朗人的這些努力沒有成功，他們

將目標擴大到土耳其一般的以色列人。 

 

以色列對土耳其不定期的旅遊警告顯然激怒了土耳其政府，

但土耳其當局希望公開揭露伊朗的意圖，以及加強努力阻

攔伊朗的襲擊，將並使威脅更快地過去。 

 

前國家安全顧問吉奧拉‧艾蘭德（Giora Eiland）當日稍早告

訴第 12 頻道新聞，反覆的公開警告可能表明以色列安全部

門知道伊朗的具體陰謀，而不是出於一般的評估來採取行

動。 

 

 



 

國家安全委員會建議所有在土耳其的以色列人避免與陌生

人接觸、避免透露個人信息，尤其是關於兵役的信息、確

保他們有以色列大使館和緊急服務部門的電話號碼，並且

不公開表示他們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國民在前往這些國家之一時，必須保持警惕並遵

守必要的預防措施。」他說。 

 

伊朗當局尚未查明殺害哈桑‧賽亞德‧霍代伊（Hassan 

Sayyad Khodaei）上校的任何嫌疑人，儘管該事件發生在伊

朗最安全的地區之一的中心地帶「聖戰者伊斯蘭教街」

（Mohahedin-e Eslam Street），也是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精

英的聖城軍隊，和其他高級官員的所在地。 

 

據報導，以色列尚未對這事件發表正式評論，只提高了其

在世界各地大使館和領事館的安全警戒級別，因為擔心伊

朗會進行報復性襲擊。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情報官員上週告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以色列告訴美國官員這是藏在暗殺後的陰謀，

但一位資深的以色列議員否認了這一點。 

 

自 2020 年 11 月頂級核研究科學家穆赫辛‧法克里扎德

（Mohsen Fakhrizadeh ）被殺以來，霍代伊上校被暗殺是伊

朗境內最引人注目的暗殺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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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21:4-7 
看哪！保護以色列的，必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

耶和華，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白日，太陽必不傷你；

夜間，月亮必不害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

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求神的公義臨到，求神保護以色列的百姓，免受無故的災

害，也保守土耳其境內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求神看顧保護

以色列人。 
 
 
 
 

 



 

若定居法失敗，以色列 
將失去西岸合法管治權 

 
如果不能在 6月底前通過該法案，可能會使定居的人民生活

陷於停頓。 
 

 

2019 年 7 月 22 日，前司法部長、新右翼黨魁阿耶萊特‧沙凱德

（Ayelet Shaked）和前以色列教育部長、新右翼黨員納夫塔利‧班奈

特（Naftali Bennett）在約旦河西岸埃弗拉特（Efrat）舉行的新聞發

布會上發言。 （圖片來源：GERSHON ELINSON/FLASH90） 

 

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的執政聯盟的命運可能會在週一因

以色列議會對居住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者合法管治權的投

票而決定，該法案自 1967 年以來每五年批准一次。 

 



 

反對派的右翼黨員已承諾投票反對該法案，以推動推翻班

奈特政府。聯盟新希望黨的耶沙定居者委員會（Yesha 

Council）主席大衛‧埃哈亞尼（David Elhayani）警告說，未

能通過該法案將為居住在猶太和撒馬利亞的以色列人造成

「絕對的混亂」。 

 

如果法案的一讀在週一沒有通過，它仍然可以在下週一獲

得通過。若未能在 6 月底之前通過，可能會使定居的人民生

活陷入停頓。因爲以色列警察將不能在約旦河西岸的 C區執

行任務，該區為定居的居民所在地，是由以色列軍隊和民

事管治。 

 

納夫塔利‧班奈特和曼蘇爾‧阿巴斯（Mansour Abbas）在議會中。

像這樣的合作關係會永遠消失嗎？ （圖片來源：Emmanuel 

Dunand/AFP via Getty Images） 

 



 

居住在那裡有超過四十五萬名的以色列人將被剝奪權利，

他們將如同居住在以色列國家的邊境。這些權利可能包括

獲得國家健保、入伍徵招和更新駕駛執照。 

 

截至週日晚上，即使在聯盟內部也不清楚該法案是否得到

支持。阿拉伯聯合名單（United Arab List）－拉阿姆（Ra'am）

和反叛議員蓋達‧里納維‧佐阿比（Ghaida Rinawie Zoabi）

和伊迪特‧西爾曼（Idit Silman）最終可能會在最後一刻才

決定如何投票，這將很難知道是否有多數人同意通過該法

案。 

 

拉阿姆領導人週日晚上開會討論如何投票。黨魁曼蘇爾‧

阿巴斯對此表示支持，並試圖說服拉阿姆和里納維‧佐阿

比的其他議員投票支持它，以保持聯盟的團結。 

 

司法部長吉德翁‧薩爾（Gideon Sa'ar）警告說，如果該法

案不通過，將會產生政治後果。薩爾告訴聯盟中的親信，

如果該法案被西爾曼阻止，他的威脅將不適用。 

 

有一種可能性就是故意將該法案作為不信任動議進行投票，

然後如果西爾曼投反對票，則會宣布她為叛徒。西爾曼告

訴親信，她並沒有被這種威脅嚇倒，也不能因為一票反對

聯合政府而被宣佈為叛徒。 

 

如果西爾曼被宣佈為叛徒，她將無法在利庫德集團或宗教

猶太復國主義黨的名單上競選下一屆議會。 



 

 

班奈特的同事表示，他們將反覆對該法案進行投票，直到

獲得通過， 因爲這個法案不像其他法案，如果這個法案在

議會上被否決，則無需等待六個月即可再次投票。 

 

但埃哈亞尼表示，該法案的影響如此之大，任何人都不應

該拿它來玩弄政治。 

 

如果這項法律失敗，將會有無法註冊執照的律師、無法入

伍的年輕人以及無法接受治療的病人，同時也是約旦河谷

地區委員會的負責人的埃哈亞尼說。 

 

「每天都會有人受到傷害的新故事。」他說，並補充說到：

「影響如此巨大，以至於我無法理解人們為什麼要以此玩

弄政治。」 

 

「影響如此巨大，以至於我無法理解人們為什麼要以此玩

弄政治。」—大衛‧埃哈亞尼 

 

埃哈亞尼說，超過 70% 的居住在猶太和撒馬利亞的人把票

投給了那些現在想通過投票反對這項指令而拋棄他們的政

黨。 

 

「這對那些選民來說是一記耳光。」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2/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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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37:26 
並且我要與他們立平安的約，作為永約。我也要將他們安

置在本地，使他們的人數增多，又在他們中間設立我的聖

所，直到永遠。 

 
求神掌權在議會的法案中，使以色列的政治領袖明白你的

心意，並保守居住在西岸的以色列百姓。 
 
 
 

 
 
 
 
 

 



 

關於以色列五旬節的八個趣聞 
 
在基督徒稱為「五旬節」（Pentecost）的日子，以色列人

在這美妙而輕鬆的節日裡吃著乳酪蛋糕、打起水仗、炫耀

著他們的農業並通宵學習。 
 

 

猶太五旬節（Shavuot）來臨之前，一名猶太小男孩在麥田裡手裡拿

著妥拉（Torah）捲軸擺姿勢拍照。照片來源：Mendy Hechtman 

/Flash90 

 

根據猶太新聞報導（Jewish News Service）， 現在夏天即將

來臨，是時候為許多人認為是猶太日曆上最棒的假日五旬

節（Shavuot）做好準備。今年的節日是從 6 月 4 日的黃昏

開始，也就是逾越節過後的七週（希伯來語 Shavuot 的意思

是「週」）。 



 

 

這個節日不僅沒有任何限制（例如贖罪日的禁食），而且

慶祝這日子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吃乳酪蛋糕。一點都不用懷

疑。 

 

不止於此，以色列的五旬節還帶來許多樂趣，正如你即將

看到的描述。那就放輕鬆，滑鼠繼續往下拉吧。 

 

1. 可以暢快玩水槍的時候了 

耶路撒冷市中心的一場水戰。照片由 Matanya Tausig/Flash90 拍攝。 

 

也許因為五旬節通常都非常酷熱，許多以色列人，尤其是

某個年齡以下的人，都會以一場盛大而輝煌的水戰來紀念

這個節日。水槍和氣球成為大多數人的首選武器。公園、

學校和其他公共場所都是可接受且完美的戰場。好好享受

吧！倘若想保持乾爽，記得與孩子們保持距離。 



 

 

2. 身著白色衣裳 

 

按照五旬節的傳統，一名女子身著白色連衣裙。照片由 Mila 

Aviv/Flash90 拍攝。 

 

你若在五旬節來臨的前幾週漫步在購物中心，可能誤會以

色列人只穿白色衣服。事實上，他們這麼做是為了節日的

緣故。幼稚園的孩子通常穿白色短袖汗衫、女性選擇飄逸

的白色連衣裙，而男性則選擇白襯衫和斜紋棉布褲。雖然

所有這些白色的照片肯定適合 Instagram，但實際上這個傳

統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節日當天你很難找到穿著其他

色彩或黑色的人。 

 

2. 別忘了你的花束和草編籃子 

在以色列的這節日最可愛的標誌之一是看到孩子們戴著花

冠和拎著「 提納」（希伯來語稱為 tene）的草編野餐籃去托



 

兒所。這項傳統可能與當時的農業方面有關（更多內容見

下文），真的沒有比這打扮更可愛的了。至於籃子裡的東西？

你那純真的小女兒可以選擇用自己喜歡的水果、蔬菜和奶

油布丁來填滿她的籃子。如果你好奇裡頭塞滿了什麼，答

案是希臘優酪乳。 

 

4. 享用乳酪蛋糕 

 

內坦亞（Netanya）的一間麵包店展示乳酪蛋糕。照片：Chen 

Leopold /Flash 90 拍攝。 

 

 

 

 

 

 

 



 

五旬節（希伯來文 Shavuot）是慶祝牛奶和蜂蜜之國所有乳

製品的節日。乳酪蛋糕、千層麵（lasagnas）、法式鹹派

（quiches）、義大利麵和起司擺盤都將呈現在節日的餐桌上，

使得這節日成為世界上最美味的節日，或許也是最會讓人

發胖的節日。近年來，人們也致力於將食品重點放在新鮮

農產品和素食主義者的選項上，素食乳酪蛋糕經常出現在

各地的蛋糕攤位。大家心照不宣都是為了保持節日令人垂

涎的氣氛。  

 

5. 前往基布茲（希伯來語 kibbutz意為集體農莊） 

 

2021 年 5 月 16 日在耶斯列山谷（Emek Yizrael）的薩里德集體農莊

（Kibbutz Sarid） 舉行的五旬節。照片由 Anat Hermony/Flash90 拍攝。 

 

 

 

 



 

基布茲（希伯來語 kibbutzim 意為複數集體農莊）和莫沙夫

（希伯來語 moshavim 意為複數個體農場合作）等農業社區

用五旬節來借題發揮，以隆重的儀式慶祝五旬節。作為以

色列人雖會戴上黑色領帶以表正式，但並非每人都戴著。

反而在慶典中孩子們會乘坐著拖拉機經過稻草堆。舉行盛

大慶祝活動的原因是，在聖殿時期，農民常常在五旬節時

帶著他們初熟的土產湧向耶路撒冷獻祭。現代農民也利用

這個機會展示他們的辛勤的成果。不用多說，這些果實絕

對是美味無比的。 

 

6. 通宵達旦，有人嗎？ 

 

在組爾哈達薩（Tzur Hadassah）的一個以色列家庭慶祝五旬節。照

片由 Nati Shohat/flash 90 拍攝。 

 

 

 

 

 



 

通宵通常與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夜晚或拼命趕上工作期限

有關，但傳統上，五旬節之夜是專門用來研讀聖經。根據

猶太傳說，以色列人在五旬節的早晨意外睡過頭，就是領

受《妥拉律法書》（Torah）的那日。因此，為了彌補祖先的

遲到，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把在節日前夕的研讀當作是自己

的事，以展示對他們對妥拉真實的興奮程度。而那些不喜

歡研究妥拉的以色列人也養成一種研讀習慣，包括哲學、

時事和文化等廣泛領域。 

 

7. 給自己倒一杯（白）酒 

 

氣泡酒。照片來源：Grapetonix/CC，Tobias Radeskog 經由維基共享

資源。 

 



 

飆升的氣溫與五旬節偏好所有事物為白色的傾向相結合，

意味著這節日也可通過喝沁涼的白葡萄酒來愉悅地慶祝。

考慮以色列人最常選擇紅葡萄酒的喜好而言，這絕非易

事。但以這裡的經驗來看，這地生產令人驚艷的白葡萄酒

絕對足以讓最喜歡梅洛（Merlot）紅酒的人改變心意。 

 

8. 不要做任何特別的事情 

 

正如上文簡要提到的，五旬節是一個獨特的猶太節日，無

需以什麼特別的方式來遵守。當然仍有通宵學習和乳酪蛋

糕，但這些只是幾世紀以來的傳統。這代表著與逾越節

（Passover）不同的是，沒有什麼食物是不能吃的；與光明

節（希伯來文 Hanukkah）不同的是，你不需要趕著去參加

燭光儀式；與住棚節（希伯來文 Sukkot）不同的是，你不

需要搭建一個戶外棚屋。所以坐下來，放輕鬆，淺酌著白

葡萄酒，好好享受即將到來的夏天。 

 

佳節愉快！（希伯來語 Chag sameach） 

 



 

文章來源：Israel Today 以色列今日報 

文章日期：2022/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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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希米記 9:13 
你也降臨在西奈山，從天上與他們說話，賜給他們正直的

典章、真實的律法、美好的條例與誡命。 

 
歷代志下 8:13 
又遵著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並一年三節，就是除

酵節、七七節、住棚節，獻每日所當獻的祭。 

 
詩篇 4:7 
你使我心裡快樂，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 

 

親愛的主，祢對祢子民的心意永不改變，為的是讓我們領

受救恩，認識祢並與祢同行，在地活出神國的教導。願慶

祝耶和華的節期時，都能連結於我們生命和祝福的源頭—

耶穌基督彌賽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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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