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55期 
 
 

以色列可能將在 11月 1日 

舉行議會選舉 
根據報導，以色列聯合政府和反對派議員即將達成協議。

雙方談判中還涉及爭議性法案，也就是禁止納坦雅胡成為

總理的法案，以及其他立法。

 
2022年 6月 22日，耶路撒冷國會大廳在投票解散國會之前的畫面。

（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202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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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幾間希伯來媒體週三的報導顯示，下一屆大選最有可

能訂下的日期是 11 月 1 日，而聯合政府和反對派議員仍然

就以色列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裡的第五次投票日期進行談判。 

 

此事他們尚未達成協議。根據報導顯示，雙方試圖將兩件

事混為一談，也就是選舉日的談判與禁止反對派領袖班傑

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組建未來政府的爭議

性法案。某一些聯合政府的議員的目標是在下週某個時間，

特別是在國會解散之前，迅速通過該法案。 

 

這項法案將禁止任何被指控犯有嚴重罪行的人出任總理，

而這項立法儼然成為聯合政府的關鍵性談判籌碼。此法案

被視為針對納坦雅胡，因為他涉嫌在擔任總理時犯下貪污

罪，目前仍在受審。 

 

根據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Kan public broadcaster）的報導

顯示，來自納坦雅胡的以色列聯合黨（Likud party，註：利

庫德黨）的反對派議員亞里夫‧萊文（Yariv Levin）和約夫‧

基施（Yoav Kisch）一直在推動把選舉辦在十月份，而以色

列未來黨（Yesh Atid）議員柏茲‧托波羅夫斯基（Boaz 

Toporovsky）的目標則是將選舉訂在十一月中旬。 

 
根據第 13 頻道新聞（Channel 13 news）的報導顯示，其中

談判的一部分是，聯合政府同意不在週三晚上召開以色列

基本法和司法委員會會議，來投票通過反納坦雅胡的法案。 

 



 

在國會被解散之前，聯合政府議員還有其他想要通過的法

案，例如：新希望黨（New Hope）議員莎倫‧海斯克

（Sharren Haskel）爭取合法化使用娛樂用大麻。 

 

而議員海斯克所屬政黨的黨魁，也就是司法部長吉迪恩‧

薩爾（Gideon Sa'ar）曾經是納坦雅胡的盟友，不過現在雙

方已成為了死敵。司法部長薩爾宣布，他將向政府提交另

一項法案，也就是將總理任期縮限為八年。這項法案已經

在今年稍早時於國會二讀時通過，不過目前未能進行，因

為聯合政府懷疑這項法案是否能在國會中獲得足夠的支持。

不過納坦雅胡已經擔任總理 12 年了，而這項法案不溯及既

往。 

 

 
2022年 6月 22日，在耶路撒冷議會上的反對黨領袖班傑明‧納坦雅

胡。（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週一，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和

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意外宣佈他們已經

「竭盡全力」來穩定少數派聯盟，並且將舉行臨時選舉，

而這也是以色列三年半來的第五次選舉。在這之後的的週

三，以色列國會通過了一項解散國會的初步法案。	  

 

不過，班奈特自己的右傾黨（Yamina party）議員尼爾‧奧

爾巴赫（Nir Orbach），身為立法者，他的倒戈打破了政府

間的平衡，他試圖阻撓解散國會的立法程序。奧爾巴赫沒

有召集由他擔任主席的內務委員會，反而推遲了國會解散

法案的下一讀。這位議員表示，奧爾巴赫的目標是讓反對

派有更多時間在現任國會內組建一個替代政府。 

 
儘管目前雙方的狀況是在與時間賽跑，但如果反對派能夠

在國會正式解散之前爭取到國會大多數的議員的支持，提

出建設性的不信任案動議，那麼反對派就可以在不訴諸選

舉的情況下，將執政政府替換成新的政府。 

 
聯合政府打算利用這段時間準備立法來阻止納坦雅胡成為

總理，爭取國會內足夠的支持，以便在通過這項法案。 

 



 

 
2022年 6月 22日，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就解散議會的法案

進行討論。（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以色列總理班奈特的右傾黨（Yamina party）允許黨內議員

選擇他們對這項法案的投票方式，而他本人週三表示他將

反對這項法案。 

 
與此同時，右傾黨派的內政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表示，她願意在現任國會中加入由反對派納坦雅

胡所領導的政府。 

 
以色列聯合黨議員米基‧祖哈爾（Miki Zohar）週三告訴以

色列公共廣播公司：「我們需要澄清一下事情是如何發展

的。」 

 
祖哈爾表示，一些右傾黨議員發現他們的政治生涯即將結

束，因此希望藉著組建替代政府來維持當前的國會。 



 

祖哈爾也表示他希望舉行選舉。 

 

根據報導，以色列聯合黨正試圖將這些立法的議員從聯合

政府中拉走。週三，「藍與白」聯盟（Blue and White）的

議員麥可‧畢頓（Michael Biton）對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表

示，以色列聯合黨也向他提出了邀約。不過畢頓表示，他

們有邀約我，但我是不會加入的。他重申只要以色列聯合

黨仍然由納坦雅胡領導，他的政黨就不會與他們合作。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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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下 9:7,9 

現在你們應當敬畏耶和華，謹慎辦事；因為耶和華─我們

的神沒有不義，不偏待人，也不受賄賂。約沙法囑咐他們

說：你們當敬畏耶和華，忠心誠實辦事。 

撒迦利亞書 4:6b 

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

靠我的靈方能成事。 

願神興起敬畏祂的政治領袖成為總理，保守以色列的選舉

能有一批認識神且合神心意的人組成國會，並成為政府的

成員，並賜給他們倚靠神的心，不是憑著己意，乃是尋求

神的引導，與神同行建造以色列。 



 

以色列外交部長拉皮德 

讚揚土耳其的國安系統 
以色列外交部長感謝土耳其領導人合作拯救了以色列遊客

的生命。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Cavusoglu）表示，

關於大使回國的談判已經開始。 

 

 
2022年 6月 23日星期四（圖右）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恰武什

奧盧和以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於在土耳其安卡拉（Ankara）

舉行會談後向媒體發表談話。（照片來源：Burhan Ozbilici/美聯社） 

 

週四，以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在安卡

拉與土耳其外交部長會晤，舉行旨在鞏固兩國和睦關係的

高層會談，對土耳其幫助阻止伊朗在伊斯坦堡劫持與殺害

以色列國民的陰謀公開表示讚揚。 



 

在土耳其首都舉行會談後，站在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

恰武什奧盧旁邊的以色列外交部長拉皮德說，以色列相信

土耳其「知道如何回應伊朗」不斷試圖在土耳其領土上傷

害以色列遊客的計謀。 

 

「由於以色列和土耳其人之間的安全和外交合作，以色列

公民的生命得以被挽救。」拉皮德使用國家新的官方名稱

「Türkiye」說著。 

 

「伊朗是這些未遂的恐怖襲擊的幕後黑手。」拉皮德說。

「情報對此推論毫無疑問。」 

 

「當有人試圖傷害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以色列公民時，以

色列不會坐視不管。」拉皮德用英語承諾著。 

 

據報導，在安卡拉期間，拉皮德還會見了土耳其國家情報

組織負責人哈坎‧費丹（Hakan Fidan），他被認為與土耳

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

關係密切。據希伯來媒體報導，兩人討論了如何努力阻止

伊朗的襲擊計劃。 

 

土耳其媒體報導於當日稍早指出，土耳其安全部隊拘留了

幾名據稱為伊朗情報機構工作的人，該機構計劃在伊斯坦

堡（Istanbul）暗殺或綁架以色列遊客。 

 



 

 
2022年 6月 23日，土耳其當局在伊斯坦堡逮捕了一個據稱試圖以以

色列人為目標的伊朗小組。（照片來源：影片截圖/CNN 土耳其報導） 

 

拉皮德訪問土耳其的消息，是在以色列命令位於伊斯坦堡

的以色列公民立即離開當地，並警告伊朗即將針對土耳其

境內的以色列人發動襲擊的陰謀的數週之後。 

 

恰武什奧盧在拉皮德面前發表談話時承諾，土耳其永遠不

會允許伊朗在其領土進行恐怖攻擊。 

 
恰武什奧盧說：「我們絕對不能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

們的國家，我們也永遠不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們的國

家。」 

 
拉皮德感謝土耳其的協調，並表示雙方的目標是在夏季旅

遊旺季之前降低以色列對土耳其的旅遊警告。 

 



 

由於安卡拉在國際媒體報導中被描述為不安全的旅遊目的

地，這一警告使近來恢復以色列與土耳其間的關係變得緊

張。土耳其過去一直是以色列遊客的旅遊首選目的地，現

在土耳其在尋求重新建立關係來重振旅遊業。 

 

拉皮德表示，關鍵在於雙方必須完成允許以色列航空公司

再次飛往土耳其的程序，這是在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

盧五月訪問以色列期間討論的。 

 

「去年，以色列和土耳其人的關係有很大的進步。」拉皮

德說。「我們近期將讓大使重新調回去，以及針對改善我

們的經濟和政治來進行討論。」 

 

「希望我們能盡快完成每一步。」 

 

 
2018年 5月 18日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於在伊斯坦

堡舉行的親巴勒斯坦集會上發表談話。（照片來源：Ozan Kose/法新

社） 



 

恰武什奧盧透過翻譯用土耳其語說，以色列與土耳其的互

訪將繼續，並保證這樣的過程將導致大使重新回來駐守。 

 

恰武什奧盧透露七月和九月也將舉行貿易會議。 

 

「我們還希望繼續針對能源領域進行協談。」他強調說。

他指的是因著大型天然氣的發現，而改變了地中海的東部。

以色列在能源分配方面目前與土耳其的競爭對手希臘

（Greece）和賽普勒斯（Cyprus）結盟。 

 

土耳其和以色列曾經是親密的盟友，但在艾爾多安的領導

下，關係變得緊張，艾爾多安直言不諱地批評以色列對巴

勒斯坦人的政策。土耳其對伊斯蘭恐怖組織哈馬斯（Hamas）

的接受也激怒了以色列。 

 

2010 年以色列與土耳其兩國撤回了彼此駐當地的大使，因

為當年以色列軍隊襲擊了一支前往加薩（Gaza）的國際活

動者計畫船隊（註：此船隊名為「自由加薩船隊」，為的

是突破以色列對加薩的封鎖限制，並自行運送人道救援物

資至加薩），引發了一場混戰，導致十名土耳其公民死亡，

一些以色列士兵受重傷。 

 

儘管拉皮德在聲明中迴避了這個話題，但恰武什奧盧表示，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問題在他們的會議上被提及。「我們表

達我們的期望和感受，而以色列也非常了解這一切。」他



 

強調土耳其支持兩國解決方案（Two-state solution）以及避

免「損害和平進程的行為」。 

 

兩位外交部長還討論了向以色列進口土耳其水果以及合作

撲滅野火等。 

 

恰武什奧盧祝福拉皮德能成功擔任總理，預計拉皮德能在

下週獲得擔任總理的職務。儘管國內政局動盪，拉皮德還

是決定不取消這次的訪問，並在訪問結束後返回以色列。 

 

週一，即將卸任的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

表示，以色列「正在與土耳其官員密切合作，以阻止伊朗

襲擊以色列人和猶太人的企圖」，並補充說明「土耳其和

以色列之間的合作很緊密，並且正在各個層面實施。」他

說。 

 

最近幾週，以色列多次向以色列旅客發佈一連串的旅遊警

告，要求他們避免前往土耳其，並表示已在土耳其當局的

幫助下阻止了未遂的恐怖襲擊。 

 



 

 
2022年 6月 14日，一名土耳其警察走在伊斯坦堡的藍色清真寺前。

（照片來源：Yasin Akgul/法新社） 

 

目前在土耳其有大約兩千名以色列人。週日，第 12 頻道新

聞台（Channel 12 news）報導說，前往土耳其的以色列人越

來越少，但沒有提供最新數據或消息來源。 

 

此前有報導稱，伊朗這幾個月以來都在策劃襲擊，顯然是

為了報復以色列，伊朗將其高級官員被殺害和其他的所有

事件歸咎於以色列。 

 

五月下旬，伊斯蘭革命衛隊（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高級軍官哈桑‧賽雅德‧霍達（Hassan Sayyad 

Khodaei）在他位於德黑蘭（Tehran）的家外被槍殺。一位

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情報官員告訴《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以色列告訴美國是他們發動了這次襲擊，但

以色列尚未證實這一點。 



 

 

自 2020 年十一月頂級核科學家穆赫辛‧法克里扎德

（Mohsen Fakhrizadeh）被殺以來，霍達被暗殺是伊朗境內

最引人注目的暗殺事件。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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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21:8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感謝神透過土耳其阻止伊朗對以色列遊客在土耳其的恐怖

攻擊，求神繼續保守以色列的百姓出入都有平安，也幫助

以色列和土耳其兩國在關係上，能建立屬神的結盟和聯結。  



 

如何為以色列政府禱告 
在這樣的時刻：若你在為以色列祈禱， 

那麼你會需要閱讀這篇文章。 

 

 
（照片來源：Noam Revkin Fenton /Flash90） 

 
這是猶太教最古老的祈禱之一，被誦讀的次數多過其他任

何的祈禱文。這篇祈禱文提供我們所需要的引導來面對政

治的模凌兩可、投票的不確定性甚至政府腐敗的現代挑戰。 

 
這被稱為「亞倫的祝福」祈禱文，特別為這個的時刻帶來

極大的榮美和涵義。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第一節「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希伯來文

Y'Varech'cha Adonai V'Yishm'recha）是祈求神以物質福利和



 

全人安康使我們興盛。我們要記住，以色列的神才是我們

終極的供應者和保護者，而不僅是我們的政府或自己的努

力。 

 

我們不該讓政客的派系及他們之間的彼此攻擊成為絆腳石，

使我們陷入絕望，反倒要成為墊腳石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多

麼需要神的介入。 

 

這不是宿命論或無視參與政治，和為更好的政府及社會努

力的需要，而是一顆不放棄的勇敢決心，即使當情勢看似

不順或不符合我們的冀望時。 

 

儘管有腐敗的政客或骯髒污衊的宣傳，或因我們選擇的政

黨沒有當選，這都是個持守住盼望的禱告。它呼籲我們在

這時刻將臉轉向主，轉向「以色列的守護者和亞伯拉罕的

盾牌」，因祂的手在建立一個穩定和負責任的政府，並在祂

的看顧下服務和保護以色列人民。 

 
「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第二部分，「願耶和華使祂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希

伯來文 Ya'er Adonai Panav Elecha Vi'y'chuneka ）首先以祈求

全能神賜予我們智慧開始。希伯來文中神的臉（Ya’er）的

「光輝」與「光」有關，是智慧和知識的隱喻。我們不該

順著自以為最好的方式或按照我們對政治的理解或直覺反



 

應來祈禱或生活，這些反應通常只是對看似糟糕的情況的

另一種消極反應。 

 

在不確定或遇到麻煩時，我們可以在神面前謙卑地俯伏下

拜，讓祂的臉光照我們。就像摩西和亞倫面對他們無法理

解也不知該如何處理的情況時，他們離開會眾靠近會幕，

謙卑地俯伏在主面前（民數記 20:6）。 

 

在面臨未知不確定、危險或懷疑時，我們祈求「願祢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便是信心的禱告。 

 

在「亞倫的祝福」這節的禱告文中也含有對神的懇求。求

神恩待我們，使我們在祂的眼前蒙恩惠。祂的智慧不會讓

我們驕傲以至於忘記對 神的倚靠，也不會使我們變得傲慢

以至於失去對他人的善意款待。 

 

當我們一不順心便會忿忿不平，想要抨擊那些在政治、神

學或個人關係上與我們意見相左的人，這點尤為真實。我

們必須保守我們的心不被憤怒左右，以免失去了盼望。如

此我們才能繼續活在信仰裡，並祈求神施恩惠予我們和以

色列，儘管我們是不配得的。 

 
「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這便將我們帶到了第三節，「願耶和華向你仰臉，賜你平

安。」（希伯來文 Yisa Adonai Panav Elecha V'Yasem L'Cha 



 

Shalom）當我們祈禱並請求「主將祂的臉光照我們」並

「向我們仰臉」時，就當立即將我們的目光和臉轉向祂。

這就是我們找到智慧、謙卑、力量和盼望的地方，不單只

是為了祈求，乃是為了我們應當活出的生活方式轉向祂。 

 

當個人、政客或國家行為不正時，無論是面對不確定、失

望或危險，我們都無法以光榮或誠信的態度面對我們的神，

也不應期待得著祂的恩惠、光照、祝福或保護。 

 

倘若我們的心在主面前持守著正確的態度，便可在神的面

前抬起頭來，也會引起主的類似回應，而我們的目光與我

們的造物主相遇時，我們就能進入平安得著安息，沒有比

行在光明中並與神的旨意契合更大的力量了。 

 

有個著名的詩歌禱告文或猶太人的敬拜頌詞（希伯來文

piyyut）表達的更為貼切，「願那位使天上平安的主，賜平

安予我們並臨到以色列全地。讓我們齊聲說『阿們』。」 

 

這些是我們在為以色列禱告時當記住的祝福。安全、智慧、

謙卑、蒙神恩寵，以及因信靠那「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

盹也不睡覺。」的神而得著的平安。（詩篇 121:4）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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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數記 6:22-27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你告訴亞倫和他兒子說：你們要這

樣為以色列人祝福，說：『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願耶和華向你仰臉，

賜你平安。』他們要如此奉我的名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

要賜福給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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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主，諸天和大地並一切其上的都屬祢，祢是那位慷

慨樂意賞賜祝福的神—耶和華以勒。藉著亞倫的口說出祢

對以色列百姓的心意，藉著大衛寫出祢的法則，當弟兄和

睦同居時，便有從祢而來貴重的膏油降在錫安山，有祢所

命定永遠生命的福。良善的父神，我們奉主耶穌的名為以

色列民祈求，願以色列民的心此刻柔軟謙卑轉向祢，知道

唯有祢的介入才是他們的盼望。但願他們的眼能看見，耳

能聽見並且能得著祢早已應允他們的福。爲以色列政府禱



 

告能行公義、好憐憫與神同行，並在下一次的選舉之前和

選舉當中，看見祢的臉光照以色列！ 

 

 

 

 

 

 

 

 

 

 

 

 

 

 

 

 

 



 

阿聯酋航空開始 

特拉維夫與杜拜的每日航班 
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通過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兩年後，以色列人現今可搭乘

阿聯酋航空的每日航班前往杜拜。 

 

 
阿聯酋航空公司的波音 777-300ER 飛機於 2019 年 2 月 15 日在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國際機場亮相。（圖片來源：CHRISTOPHER 

PIKE/REUTERS/ FILE PHOTO） 

 

這是本—古里安機場（Ben-Gurion Airport）歷史性的一天，

阿聯酋航空 EK 931 成為杜拜至特拉維夫航線的首趟旅程航

班。數百人注視這架巨大的波音 777 「遊戲規則改變者」從

停機坪滑向登機口。 

 



 

在以色列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通過亞伯拉罕協議實現關係

正常化兩年後，以色列人現今可以搭乘阿聯酋航空的每日

航班前往杜拜。從航空公司的總基地杜拜啟航，阿聯酋航

空可通往到達 80多個目的地。 

 

以色列交通部長梅拉夫‧米凱利（Merav Michaeli）、阿聯

酋大使穆罕默德‧阿爾‧卡賈（Mohamed Al Khaja）和以色

列駐阿聯酋大使阿米爾‧哈耶克（Amir Hayek）出席飛機抵

達現場的慶祝活動，該慶祝活動包括以色列和阿聯酋當局

之間的餽贈禮物及切蛋糕儀式。 

 

此航線強化兩國之間的關係。 

 

「以色列和阿聯酋之間的關係是該地區的關鍵，我們必須

繼續在共同擁有的相互機會上發展。」米凱利說。「這日

即代表著這其中之一的機會。」 



 

 
2021年 1月 13日，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國際機場全景中，可

以看到停機坪上阿聯酋航空公司的客機。（圖片來源：

REUTERS/ABDEL HADI RAMAHI/FILE PHOTO） 

 
除了擴大旅行機會外，新航班還能帶來貿易利益，以色列

和阿聯酋之間每日可交換運輸的貨物高達二十噸。 

 

阿聯酋航空營運長艾德兒‧阿曼德‧阿爾‧雷德哈（Adel 

Ahmad Al Redha）表示，雖然首航的波音 777不會是該航線

上經常使用的飛機，但在特拉維夫和杜拜之間飛行的飛機

將享受波音 777所擁有許多的相同功能。 

 

其中一些豪華服務包括私人客艙、可轉換成床的商務艙座

椅、大電視和美味佳餚。 

 

還有可能提供更多航班。 



 

「杜拜將為遊客提供與世界聯繫的通道。」阿聯酋首席營

運阿聯酋航空營運長艾德兒‧阿曼德‧阿爾‧雷德哈說。 

 

鑑於搭乘特拉維夫到杜拜航線的高需求量，阿爾‧雷德哈

預測阿聯酉航空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內將服務擴展到本—

古里安機場以外。 

 

「杜拜將為遊客提供與世界聯繫的通道。」營運長表示。

「特拉維夫是我們在該地區擴大服務的重要里程碑。人們

對從特拉維夫出發的航班服務已有著強烈的興趣，若在接

下來的幾個月內，看到非特拉維夫的目的地航班，也不會

令我感到驚訝。」 

 

米凱利注意到連接於登機口的波音 777「遊戲規則改變者」

的名稱，也反思新航線的重要性，「以色列和阿聯酋之間

的關係改變了遊戲規則，而今天這份關係將使兩國變得更

加穩固。」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2/06/23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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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19: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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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主，感謝祢的手從未停止動工。過去人類的歷史到

如今都是關乎祂的歷史（History），奉主名祝福亞伯拉罕協

議要持續的繼續發展！我們相信祢的旨意必定要成就。藉

著國際之間連接的通道，將祢的百姓從各方各族帶到以色

列，在祢所應許之地齊來敬拜，為將再臨的榮耀君王耶穌

基督預備道路。 

 

 

 

 

 

 

 

 

 



 

即將成為總理的拉皮德， 

面臨嚴峻考驗 
預計將於下週宣誓並就任臨時總理的外交部長拉皮德立誓

要面對以色列的挑戰，因為以色列正邁向另一輪選舉。 

 

 
2022年 6月 20日，外交部長拉皮德（Yair Lapid）和總理班奈特（不

在照片中）在以色列國會舉行聯合新聞發布會。（照片來源：

Yonatan Sindel/Flash90） 

 

美聯社報導，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在十年的政治生

涯中，讓自己從一位新晉的政治界新人轉變成一名活躍的

反對派領導人，再成為一個幫助推翻前總理班傑明‧納坦

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的精明謀算者。 

 



 

下週預計拉皮德將擔任他從政至今最重要的角色，就是成

為新的總理。 

 

在政府決定解散後，現任外交部長拉皮德將接手成為臨時

總理，直到預計於秋季舉行的選舉為止。 

 

對於 58 歲的拉皮德而言，這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他必須讓

以色列人相信他能夠勝任總理這項職位，而且他將迎戰再

度回歸選舉的前總理納坦雅胡。 

 

「一年前，我們開始了重建的過程。現在我們正在繼續這

項進程，並會繼續合作下去。」拉皮德週一晚間與他重要

的聯盟夥伴、現任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

一同宣佈。 

 

這兩名領導人正式宣佈結束他們長達一年的政府，這是由

八個不同政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因著數個月來的內訌和

意見不合導致聯合政府被嚴重削弱其執政能力，但在許多

方面，聽起來也像是拉皮德正在開始為下一場競選做準備。 



 

 
2022年 6月 20日（星期一）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圖左）

和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在以色列國會發表聯合聲明後離開講台，

當日宣佈他們的聯合政府即將解散。（照片來源：Maya Alleruzzo/美

聯社） 

 
「即使我們要在幾個月後舉行改選，但我們正面臨的挑戰

也不會等到那個時刻。」拉皮德說著並指出以色列在加薩

（Gaza）、黎巴嫩（Lebanon）和伊朗（Iran）高昂的生活

安全成本與挑戰。 

 

在抨擊因被指控貪腐而受審的納坦雅胡時，拉皮德發誓

「反對威脅將以色列變成一個非民主國家的勢力」。 

 
納坦雅胡認為自己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他明確表示，如

果重新執掌政權，他打算接管以色列的法律與執法機構。 

 



 

作為一名前作家、專欄作者、新聞主播、銀行業務和業餘

拳擊手，拉皮德在 2012 年離開了成功的媒體名人生涯，並

進入政界，擔任受以色列中產階級歡迎的中間派系新政黨

的領導人。 

 

拉皮德承諾會提供經濟紓困方案與結束有爭議的猶太學校

學生豁免草案，並對巴勒斯坦人採取更溫和的態度。 

 

與右翼政黨在以色列政治體系中佔優勢不同，拉皮德贊成

和平談判，並期待與巴勒斯坦人最終達成兩國方案（Two-

state solution），儘管目前還不清楚他是否會獲得參與這一

進程所需的授權。 

 

 
2013 年 2 月，在時任總統的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的注視

下，前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圖中）在國會開幕式上，與猶太人

家園黨領導人納夫塔利‧班奈特握手。在他們身後是工黨的雪莉‧

雅奇莫維奇和未來黨的亞伊爾‧拉皮德。（照片來源：Nati 

Shohat/Flash90） 



 

2013年，拉皮德與他剛設立的未來黨（Yesh Atid）在選舉中

擁有出色的表現，當年未來黨成為國會中的第二大黨，在

120名成員的國會裡獲得 19個席次。 

 

之後拉皮德擔任財政部長，這項艱鉅且常常吃力不討好的

職位。儘管取得一些成功，但在他承諾要降低生活成本和

降低房價的政見卻未能兌現，而納坦雅胡最終以「不服從

上級」（Insubordination）為由解雇了他。 

 

未來黨在 2015年的選舉中下降成 11個席次，拉皮德發現自

己身處反對派中，似乎即將成為中間派系的眾多政治家中，

最新一位在初期取得成功後就被淘汰的人。 

 

於是拉皮德設法重新調整自己，與前以色列國防軍參謀總

長本尼‧甘茨（Benny Gantz）合作組成聯盟，在連續三屆

的選舉中差點推翻納坦雅胡的以色列聯合黨（Likud，註：

利庫德黨）。 

 

那些聚焦在納坦雅胡帶來分裂的特質以及他適不適合繼續

執政以色列的選舉，最終都以無結果的方式結束，為了結

束這樣的僵局，甘茨與拉皮德決裂，在 2020 年與納坦雅胡

短暫聯手，使拉皮德成為反對派領袖與直言不諱的評論政

府的人。 

 

當以色列在 2021 年初重新進行民意調查時，未來黨的民調

再次飆升，並成為國會第二大黨。憑藉著創新的外交與政



 

治洞察力，拉皮德組建了一個新的聯盟，十二年來首次將

納坦雅胡推向在野黨的位置。 

 

 
（照片中從左至右）「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黨」（Yisrael Beytenu）領

導人阿維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berman）、「未來黨」領導人亞伊

爾‧拉皮德、「右傾黨」（Yamina）主席納夫塔利‧班奈特、「新希望

黨」主席吉德翁‧薩爾（Gideon Sa'ar）、「藍與白黨」（Blue and 

White）主席 本尼‧甘茨、「阿拉伯聯合黨」（Ra’am，註：拉姆黨）

主席曼蘇爾‧阿巴斯（Mansour Abbas）、工黨領導人梅拉芙‧邁克

爾（Merav Michaeli）和梅雷茲黨（Meretz）領導人尼贊‧霍洛維茨

（Nitzan Horowitz），2021 年 6 月 6 日，在特拉維夫舉行的潛在聯合

政府領導人會議。（照片來源：Ra'anan Cohen） 

 

儘管拉皮德是組成聯盟的人，但他同意與班奈特輪換總理

職位，從而鞏固彼此間的合作關係，他的這項舉動也被許

多人視為具有無私的政治家風範，而之後拉皮德則出任外

交部長一職。 



 

聯盟成員跨越了以色列不同的政治立場，除了反對納坦雅

胡外，幾乎沒有其他理由將他們團結在一起。本屆聯合政

府還因著接納一個獨立的阿拉伯政黨進入聯盟，而創造了

以色列政壇的歷史。 

 

該聯盟一開始取得良好的開端，通過了幾年來的第一個國

家預算，應對了新冠狀病毒的危機，並改善與美國和阿拉

伯盟國的關係。 

 

然而最終意識形態的差異導致聯盟解體，以色列國會預計

在未來幾天內通過一系列投票來進行解散，一旦國會解散，

拉皮德將會接任臨時總理的職位，直到十月或十一月的選

舉。 

 

未來幾個月顯現出巨大的危機，但同時也是一個極大的機

會。又一次的，納坦雅胡的以色列聯合黨似乎是領先的角

色，然而同樣的，納坦雅胡的領導風格和司法問題也是選

民們最關心的事。 

 

拉皮德肯定會面臨來自納坦雅胡的無情攻擊，納坦雅胡試

圖將拉皮德描繪成不能勝任總理職位的人，指出因著他與

阿拉伯派系結盟，造成以色列國家安全的疑慮，並認為拉

皮德將會從總理辦公室的高位上這樣做。 

 



 

 
2022年 3月 28日，以色列斯德博克（Sde Boker），阿聯酋外交部長

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圖右，Sheikh 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在內蓋夫高峰會上發表談話。圖片從左至右，依次

為巴林（Bahrain）外交部長阿卜杜拉蒂夫‧本‧拉希德‧扎亞尼

（Abdullatif bin Rashid al-Zayani）、埃及外交部長薩梅赫‧舒克里

（Sameh Shoukry）、以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美國國務卿

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摩洛哥外交部長納賽爾‧波利

塔（Nasser Bourita）。（照片來源：Jacquelyn Martin/美聯社） 

 

在擔任外交部長一年後，拉皮德有更多機會鞏固自己的國

際地位。他將在下個月接待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

的訪問，並有機會在九月的聯合國大會上發言。 

 

外交部表示，拉皮德週二與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進

行了談話，為美國總統拜登的訪問做準備。 

 



 

「這次美國總統的訪問將對中東地區和與伊朗的鬥爭產生

重大的影響，且具有顯著改善地區穩定與安全的巨大潛

力。」拉皮德說。 

 

拉皮德若能保持沈著並避免爭議，他將能為下次選舉有好

的結果做好準備。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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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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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

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 

 
列王紀上 3:9 

所以求你賜我智慧，可以判斷你的民，能辨別是非。不然，

誰能判斷這眾多的民呢？ 

 



 

願神賜給以色列新任的臨時總理拉皮德智慧，使他知道如

何領導政府與管理國家，也禱告以色列政權擔在神的肩上，

求神親自堅定並穩固以色列，也賜下平安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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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