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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兩黨共同推動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防禦協議 

美國參議院和亞伯拉罕協議核心小組眾議院的成員推出了

該法案，作為推進以色列和四個阿拉伯國家之間正常化協

議的手段。 

 
2022 年 6 月 9 日，從左到右：美國眾議院議員安‧瓦格納（Ann 

Wagner），密蘇里州共和黨；馬里蘭州民主黨眾議員大衛‧特羅內

202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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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Trone）；參議員喬妮‧恩絲特 （Joni Ernst），愛荷華州共和

黨； 內華達州民主黨參議員傑基‧羅森（Jacky Rosen）；加州民主黨

眾議員吉米‧帕內塔 （Jimmy Panetta）在國會大廈舉行的記者會上。

（圖片來源：參議員喬尼·恩斯特辦公室） 

 

兩黨議員發起了一項法案，將聯合美國、以色列和阿拉伯

國家建立一個 「綜合防空和飛彈防禦能力」以遏制伊朗。 

 
亞伯拉罕協議核心小組的參眾兩院成員周四在國會大廈外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推出了這項名為「國防法案」的議案，

並將其描述為推進美國促成的以色列與四個阿拉伯國家之

間的正常化協議的方案，這四個國家統稱為該名稱。 

 
「亞伯拉罕協議所有的發展潛力，包括經濟合作、教育交

流以及以色列和我們中東夥伴之間的貿易協定，如果沒有

一個對集體安全的承諾就無法實現。」愛荷華州共和黨的

喬尼‧恩斯特說，他與內華達州猶太裔民主黨傑基‧羅森

參議員是該法案的主要共同提案人。「美國的角色在啟動

和聯結我們中東盟友和夥伴上，必需能逐步發展出ㄧ套新

謀略，來面對像伊朗這樣的暴力極端分子，他們改變了策

略，用了新系統來對平民目標做出災難性的傷害和破壞。」 

 

從法案中並不清楚這項協議有多正式。該法案要求國防部

長為「完整的防空和飛彈防禦系統」建立「架構」和「收

購法」，以應對來自伊朗的威脅。 



 

 
巴林外交部長阿卜杜拉蒂夫‧本‧拉希德‧扎亞尼（Abdullatif Al 

Zayani）、以色列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美國總統唐納‧川普和阿

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外交部長阿卜杜拉‧本‧扎耶德

（Abdullah bin Zayed）參加了亞伯拉罕協議的簽署，使以色列與其一

些中東地區的關係正常化（信用：路透社/湯姆布倫納） 

 

以色列歷來對與其最親密的盟友簽訂的正式防務條約持謹

慎態度，希望保留其單方面行動的權利。然而，以色列官

員近年來表示，保留以色列機構的不太正式的安排是可以

接受的。 

 
該法案還指定簽署亞伯拉罕協議的四個國家摩洛哥、蘇丹、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巴林以及沙烏地阿拉伯和伊拉克等仍

與以色列沒有關係的國家參與安排。 

 



 

沙烏地阿拉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接近於將以色列多年來

的秘密關係正式化，據報導，它接近達成一項協議，允許

以色列飛機在沙烏地的領空飛行。但伊拉克公開仇視以色

列。 

 

參議員喬妮‧恩絲特說，美國應該說服這些國家參與。她

指出，美國駐伊拉克艾比爾（Erbil）領事館週三遭到無人機

襲擊，該地區過去曾受到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攻擊。 

 

「我們知道他們不是亞伯拉罕協議的一部分。」她談到伊

拉克和沙烏地阿拉伯時說，「但我們繼續與他們進行討論

並將他們納入本協議作為國防法案的一部分是極其重要的。

我們必須繼續與他們進行這些對話。我們昨天才剛在艾比

爾看到襲擊事件。」 

 

在一份新聞稿中，恩絲特點名了一系列支持該法案的猶太

和親以色列組織，但沒有任何機構與該法案中提到的任何

阿拉伯國家有聯結。 主要引述是來自美國以色列公共事務

委員會。 

 
「通過指導合作飛彈防禦和反無人機協調的戰略方法，這

項立法加強了美國與以色列的伙伴關係，因為它加強了針

對共同安全威脅的區域合作。」強大的親以色列遊說團體

表示。 

 



 

美國婦女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哈達薩（Hadassah）表示，該

法案如果成為法律，將「加強中東戰略盟友之間的合作防

禦，以保護以色列及其鄰國免受來自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日

益增長的威脅。」 

 

在美國眾議院推動該法案的立法委員包括來自伊利諾伊州

的猶太民主黨眾議員布拉德‧施內德（Brad Schneider）和

華盛頓共和黨眾議員凱西‧麥克莫里斯‧羅傑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 

 

鑑於兩黨在兩院的支持，恩絲特一開始就表示有信心使該

法案在國會通過，但它可能會遇到一些障礙。 近年來，改

革派的民主黨越來越警惕向中東、以色列以及沙烏地阿拉

伯等專制的阿拉伯國家提供武器。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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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 

 
詩篇 17:8 



 

求你保護我，像保護眼中的瞳人，把我隱藏在你的翅膀蔭

下。 

 

求主掌權在亞伯拉罕協議中各個國家的聯結，禱告有真實

的和睦成就在以色列及中東國家之間，更求主阻擋伊朗的

詭計和陰謀，保守以色列的平安！ 

 
 

 
 
 
 
 
 
 
 
 
 
 
 



 

 

班奈特和拉皮德一致 

懇請：我們不會放棄國家 
以色列總理與右翼亞米納黨（Yamina）奧巴赫（Orbach）

再次會談；薩爾（Sa’ar）提出爭議性定居者法案；左翼梅

雷茨黨（Meretz）領導層討論背叛的瑞納薇‧佐比議員

（MK Rinawie Zoabi）；阿拉伯聯合陣線（簡縮為 Ra'am 拉

姆）似乎為變卦的古奈姆議員（MK Ghanaim）的退出做準

備 

 
2022 年 6月 12日，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右二）

亞爾‧拉皮德（Yair Lapid）（中）於耶路撒冷總理辦公室舉行的內閣

會議（Yoav Ari Dudkevitch/POOL） 

因陷入困境的聯盟政府面臨多重危機，以色列總理班奈特

（Naftali Bennett）和外交部長亞爾‧拉皮德（Yair Lapi）在

記念聯盟成立一周年時，呼籲政治夥伴們不要放棄。 



 

 

「本屆政府使國家從癱瘓走向增長，從軟弱走向有力量治

理，從混亂走向常態。為了以色列民眾，我們必須繼續奮

戰，絕不能讓這政府停頓下來。我們的政府在一年內完成

了過去[其他]政府十年內所沒有完成的事，」班奈特在每週

內閣會議開始時說道。 

 

「我承認這不是我們大多數人所冀望的政府。但正因為替

代的選項是持續的衝突與混亂，而我們發現共同努力合作

是有力量的。同時也證明人們雖持有不同觀點，有時甚至

是相互衝突的看法，但仍能夠為著國家而ㄧ起努力，」他

說道。 

 

「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國家，我們不會放棄跟持有不同意

見但同樣熱愛這國家的人合作的可能性。我們沒有分裂的

本錢，因為我們只有這個國家，」班奈特說道。 

 

拉皮德敦促他的聯盟夥伴成員專注於政府的成就，並指出

若在所有政治事務上能達成共識的話，就可能是走向獨裁

專政。 

 

「這個政府值得我們奮鬥的，我們也將繼續奮戰下去。對

以色列國家和以色列公民來說都是正確的，」他說。「沒

有什麼比破壞來得更容易；也沒有什麼比建造更難的了。」 

 



 

2022 年 6 月 12 日，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中）和外交部長亞爾‧

拉皮德（左）於耶路撒冷舉行的每週內閣會議。（Maya Alleruzzo / 

POOL / AFP）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政府。在安全、經濟、外交關係和法

治等各個方面改善了以色列的生活。而最重要的是，我們

的政府帶回共同利益的理念，」拉皮德說道。 

 

「共同利益並不意味著我們同意所有的事；只有獨裁才會

同意所有的事。共同利益意味著意見想法差異的人找到共

同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我們不會讓仇恨和煽動主導我們的

生活，」他繼續說道。 

 

司法部長基甸‧薩爾（Gideon Sa'ar）向內閣宣布，這個繼

續將以色列法律條款擴大到居住在西岸定居者的爭議性法

案，已在部長級的立法委員會取得進展，為政府第二次嘗

試通過應急條例鋪平道路。 



 

 

因著在上週議會中一些聯盟成員戲劇化地拒絕支持此法案

性的投票，法案因此未能通過。 

 
司法部長基甸‧薩爾（Gideon Sa’ar）於 2022 年 6 月 12 日抵達耶路

撒冷總理辦公室參加內閣會議（Yoav Ari Dudkevitch/POOL） 

 

「我們必須在六月底之前通過該法，以防止法律混亂，損

害國家核心利益以及許多以色列公民，」薩爾說。 

 
「在適當的時刻，就是聯盟成員政黨已完成他們需要完成

的程序時，我們將再次提出此案給議會，」他說道。 

 

在薩爾宣布後不久，左翼梅雷茨黨的背叛議員凱妲‧瑞納

薇‧佐比（MK Ghaida Rinawie Zoabi）聲稱司法部長不會在

未來幾天內將該立法付諸表決，「因為他明白我以意識形

態的立場，堅決反對該法案，並且不願妥協或甚至討論這

議題。」 



 

 

薩爾的發言人回應，部長「會在他評估將獲得多數支持時

提出。」 

 

政府與反對派的席位數為 60-60，加上背叛的立法委員，似

乎無法達到通過該法案的多數席位。 

 

內閣會議是在班奈特會見右翼亞米納黨的尼爾‧奧巴赫議

員（Yamina MK Nir Orbach）後不久舉行，此議員總是威脅

要離開聯盟，除非能向他證明聯盟有可行進的方向。 

 
這是兩人幾天來的第二次會面，據報導會談不到一小時。

結束時雙方均未發表任何聲明。 

 
2022 年 6 月 12 日，尼爾‧奧巴赫議員（MK Nir Orbach） 離開耶路撒

冷總理辦公室，他會見了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 (Yonatan 

Sindel/Flash90) 
 



 

自亞米納黨背叛者伊迪特‧席爾曼議員（MK Idit Silman） 

變節後的幾個月裡，這位右翼議員一直被標記為高風險。

最後通牒已發出，要求奧巴赫繼續支持聯盟政府。 

 

據報導在會議召開之前，總理計劃要求奧巴赫耐心等待，

給他更多時間。未具名的聯盟消息人士週日告訴 Kan公共廣

播公司，奧巴赫的情況已得到控制，他不會投奔本傑明‧

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以色列聯合黨（Likud）。 

 

奧巴赫公開否認有關他正與納坦雅胡談判，可能加入以色

列聯合黨並組建替代政府的持續報導。親亞米納議員的消

息人士告訴希伯來語（Hebrew-language）媒體，他正在探

索這種可能性。然而，以色列聯合黨的資深成員週六告訴

第 12 電視頻道，他們對奧巴赫的拖延感到失望，希望他立

即退出政府。 

 
與此同時，由於阿拉伯聯合陣線（Ra'am 拉姆黨）馬贊‧古

奈姆議員（MK Mazen Ghanaim）面臨退出的壓力，該黨名

單的下一位候選人阿拉‧阿爾丁‧賈巴林（Alaa al-Din 

Jabareen）週日宣布他將退出該黨。因此倘若這位變卦的立

委要辭職，他不會接替古奈姆的位置。 

 



 

 
馬贊‧古奈姆議員（MK Mazen Ghanaim）於 2022 年 6月 6日於議會

（Knesset）會議。（Yonatan Sindel/Flash90） 

 

古奈姆與梅雷茨黨的背叛議員瑞納薇‧佐比（MK Rinawie 

Zoabi）在上週同反對派，投票反對將以色列法律重新適用

於約旦河西岸定居者的法案之後，備感壓力。伊斯蘭拉姆

黨（Ra’am）的其他三名議會成員以及班奈特所在的亞米

納政黨的背叛者席爾曼議員（MK Silman）也投了棄權票，

該法案以 58 票對 52 票被否決。 

 

瑞納薇‧佐比所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梅雷茨黨週日宣布，

該黨的領導層將於當晚舉行線上會議來討論這場危機。 

 

瑞納薇‧佐比週六表示，她對聯盟領導人完全「失去了信

心」，並無意挽救政府。幾週前，她曾短暫地退出聯盟，

後來被勸說歸回，但從那時起便一直無視黨的路線。 

 



 

她說對聯盟締結者拉皮德的唯一要求是，她不必投票支持

那些對巴勒斯坦人不友善和違背她良心的法律。她指責其

他聯盟成員制定了一系列「打破現狀」的法律，並指責薩

爾威脅那些反對西岸民法法案的聯盟成員「將會出事」。 

 

 
梅雷茨黨凱妲‧瑞納薇‧佐比議員（MK Ghaida Rinawie Zoabi）於 

2022 年 5 月 23 日於議會全會。（Yonatan Sindel/Flash90） 

但她表示在第二次投票中依然會反對這條法律，即使意味

著政府可能會垮台。梅雷茨黨在未來的選舉中將不會重新

進入議會，正如最近一些民意調查所預測。 

 

然而 Kan公共廣播公司表示，瑞納薇‧佐比實際上已經列出

聯盟必須滿足她要求的條件，以確保她不會從議會辭職。 

 

據說她的要求中包括政府要制定一項專注於發展拿撒勒的

計劃、為該市政府醫院轉移所承諾的資金、增加當地阿拉



 

伯市政當局的責任以及增加在公共部門中阿拉伯成員的代

表。 

 

週六晚上，幾名梅雷茨黨的支持者聚集在北部城鎮諾夫-哈

加里爾（Nof Hagalil）的瑞納薇‧佐比的家門口抗議，呼籲

她退出以色列議會。 

 

抗議者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瑞納薇‧佐比的行為可能會推

翻聯盟，「並導致伊塔馬爾‧本‧格維爾（ Itamar Ben 

Gvir）、貝撒勒‧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和本傑明‧

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起來領導一個黑暗的政

府，」意指極右翼反對派的議會議員和前總理。 

 

文章來源：TOI 以色列時報 

文章日期：2022/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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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9:6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

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箴言 21: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壟溝的水，隨意流轉。 

 



 

親愛的主，我們為以色列的聯合政府和議會求智慧，因王

的心在祢手中好像壟溝的水，隨意流轉。願祢的旨意成就

在議會中，使所有居住在西岸屯墾區的猶太人都能蒙平安

得祝福; 也願祢開他們的眼，明白唯一能得和平的道路就是

彌賽亞耶穌基督。  



 

神的第一句話 

如果你打開聖經的第一頁，便會看到一個熟悉的故事：世

界的創造和其中的一切。創造世界的第一步是 神戲劇性地

打破沉默。祂著名的第一句話是：「要有光」（創世記 1:3）。

神說出口的第一句話確實令人驚奇，因這句話為 神與世人

的關係奠定了永恆的基礎。怎麼說呢？讓我們用希伯來語

理解這些詞！ 

 
萬有之源，一切存在的源頭 

 

在原始的希伯來語中，「要有光」這句話是希伯來語 yehi ohr 

רֹוא יִהְי 。 第一個詞 yehi 的意思是「讓存在」，出於字根雅威

（希伯來語 היה  Yahweh），這是神最神聖的名字。這兩個詞

都直接連結存在的概念。其他國家將他們所拜的偶像視為



 

強大的戰士或國王，但希伯來語教導我們，以色列全能的

神是萬有之源，一切存在的源頭。 

 
 
耀眼的光 

 
神說出的第二個詞-希伯來語 ohr רוא ，意思是「光」。 在整

本聖經中，ohr 是個與喜悅、清晰和啟示相關的祝福詞，與

象徵混亂和無知的希伯來語 choshech ךשוח ，意為「黑暗」

相反。 在許多著名的聖經故事中，如「燃燒的荊棘」， 神通

過耀眼的光向人類揭示了自己。 

 
回歸本源 

 
人類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創造的， 並且「要有光」yehi 

ohr 這句話正顯示出ㄧ個人在生命中有神的話（聖經）應當

活出來的樣式。作為人類，我們不能創造世界，但我們可

以通過言語的方式為世界創造秩序。言語是有力量的，但

沒有什麼語言比聖經的原始語言—希伯來語—更有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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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及禱告方向： 

 
創世記 1:3 



 

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約翰福音 8:12 

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

暗裡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羅馬書 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

直到永遠。阿們！ 

 
啟示錄 22: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

是初，我是終。」 

 

全能的主耶和華，祢的名至高至聖，是配得我們尊崇和讚

美。祢話一出，便有光，千億星河物種因祢話語的氣息而

出。創世之先，基督就以存在，祢降世為人，成為世界的

光，引導我們得著生命的光。也惟有在祢的光中，我們得

以見光。親愛的聖靈，請祢繼續光照啟示我們，使我們連

結於生命的源頭，活在這世上成為透亮的器皿彰顯神的榮

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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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