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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中東行的以色列 E1定居點壓力 
美國 29 名議員敦促白宮政府在中東行中要明確表示：美國

的「紅線」就是將東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社區與拉馬拉

（Ramallah）和伯利恆（Bethlehem）隔開來的建設計畫。 
 

 
2012年 12月 5日，一名猶太定居者從耶路撒冷東郊的 E-1地區觀看

西岸定居點「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照片來源：

Sebastian Schooner/美聯社） 

20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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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時，29 名改革派的民主黨議員呼籲拜登政府向以色列

施壓，要求以色列取消在約旦河西岸地區推進有爭議的定

居點建設計劃，政治評論家表示這對未來的巴勒斯坦至關

重要。 

 

議員在以色列當局計劃舉行拖延已久的會議前幾週發佈這

項施壓信，以色列原本預計在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

結束對以色列的訪問後，於這被稱為 E-1 的土地上推動建設

計劃。 

 

政治評論家說，在 E-1 地區的建築將把耶路撒冷與其東部的

一個大型定居點連接起來，但基本上會將西岸一分為二。

這項計畫讓巴勒斯坦成立以東耶路撒冷作為首都的國家變

為幾乎不可能。 

 

「我們呼籲你，在美國總統拜登於 7月 13日至 14日造訪以

色列和約旦河西岸之前，持續強調建設 E-1 地區定居點仍然

是美國的一條紅線，並利用你所掌握的一切外交工具，確

保以色列不會進一步推進這些破壞性計劃。」委員們給美

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的一封信中如

此寫道。 

 
該計劃位於馬阿勒阿杜明（Ma'ale Adumim）定居點附近，

最初是在二十多年前提出的，但由於國際壓力而一再擱置。 

 



 

前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在 2020年

的競選活動中恢復了該計劃，指示在最終獲得批准之前將

其移至相關規劃當局的備案階段。 

 

該計劃目前處於公聽會階段，要求市政當局高層規劃委員

會聽取對該項目的反對意見。 

 

 
2021 年 2 月 4 日，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左）在華盛頓聆聽

美國總統喬‧拜登向國務院工作人員發表談話。（照片來源：Evan 

Vucci /美聯社） 

 

一大群巴勒斯坦律師和幾個以色列人權組織對該計畫提出

了投訴，但聽證會一再推遲至去年。最後一次的聽證會原

定於今年一月舉行，但被撤消了議程。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湯姆‧奈德斯（Tom Nides）在三月表示，

他曾積極推動以色列政府撤回該計劃。 



 

 

改革派民主黨代表馬克‧波肯（Mark Pocan）和珍‧夏科夫

斯基（Jan Schakowsky）組織並寫了這封給布林肯的信。 

 

如果反對 E1 計劃的法律意見被放棄的話（通常是這樣），

該計畫仍需要額外的批准才能破土動工，這個過程通常需

要花上幾個月甚至數年。 

 

但是此類計劃的每一次推進都使其更難收回，因此引起了

定居點企業反對者的極大關注。 

 
自以色列國防部於五月宣佈將於 7月 18日就 E1計畫的反對

意見舉行最後聽證會以來，情況一直如此。會議的紀錄上

有兩個 E1 計劃，共計 3,412 間住房，一位來自國防部的官

員週五告訴《以色列時報》，目前沒有推遲會議的計劃。 

 

雖然最初計劃會在拜登造訪以色列近一個月後才進行，但

將為期兩天的行程推遲到 7 月 13 日，意味著該計劃將在總

統離開以色列幾天後推進。 

 

據以色列和美國的兩名官員稱，雖然白宮原則上反對該計

劃，但它特別擔心批准的時間，並一直在向以色列施壓，

要求以色列取消 7月 18日的定居點建設計畫會議。 

 
 
 



 

拜登最後一次訪問以色列是在他擔任美國副總統時的 2010

年。這次旅行卻被以色列宣佈在東耶路撒冷「拉馬特什洛

莫」（Ramat Shlomo）附近的建設計劃破壞了。拜登聽到消

息時大發雷霆，在一份聲明中說，這「破壞了彼此現在所

需要的信任關係，與我要在以色列進行的建設性討論背道

而馳。」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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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福音 6:9-10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詩篇 91：9-10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 禍患必

不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 

 

求神掌權在以色列東部 E1 區域，保護定居的百姓，也使此

計畫能在神的旨意裡成就神所要成就的。 
 

 



 

認識以色列新總理及 

他的政治與議題立場 
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是何許人也，他的立場又是如

何？更重要的是，他能否在即將到來的大選中擊敗納坦雅

胡（Netanyahu）？ 

 

 
高處不勝寒，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擔任以色列新總理。（照

片：Olivier Fitoussi /Flash90） 

 
以色列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經歷第三次新總理上任。 

 
當班傑明‧納坦雅胡在 2021 年大選下台時，納夫塔利‧班

奈特（Naftali Bennett）擔任了這令人羨慕的總理位置，儘

管他所屬的右傾黨（Yamina）當時在以色列國會中僅佔有

六個席位。 

 



 

班奈特在聯合政府的合作夥伴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

一直被安排為本屆政府四年任期中的接任候選人。 

 

但正如人們普遍的預測結果，聯合政府未能執政期滿。根

據聯盟協議的其他條款，班奈特於週四第 24 屆會議解散國

會後下台，而拉皮德被正式任命為臨時新總理，直到 11 月

1日舉行新的選舉。 

 

拉皮德乃是聯盟最大政黨（17 個席位）「未來黨」（Yesh 

Atid）的黨主席。 

 
亞伊爾‧拉皮德是誰？ 

 

拉皮德是著名的大屠殺倖存者湯米‧拉皮德（Tommy Lapid）

的兒子。湯米‧拉皮德本人在以色列政界有很長的職業生

涯，常常直言不諱地反對正統猶太教（ultra-Orthodox）政

黨提出的議程。 

 

在進入政界之前，亞伊爾曾是以色列最受歡迎的電視脫口

秀主持人之一，他在新聞界的事業相當地成功。 

 

2012 年上旬，就在另一次預期的初選前，拉皮德宣佈他將

離開電視圈，進入政治界。他註冊一個新黨，名為「未來

黨」（Yesh Atid），意指「有一個未來」，並將自己定位為

政治中立派。 

 



 

在以色列國會的大部分時間裡，拉皮德與未來黨一直處於

反對派（在野黨），但他確實參與前總理納坦雅胡領導的

其中一屆政府，於 2013年至 2014年期間擔任財政部長。 

 

 
班奈特正式將政府移交給拉皮德，儘管他們在意識形態上有如鴻溝

般的分歧，但這兩位議員因長期而熱忱的工作關係，經常被以色列

媒體以「兄弟」相稱。（照片來源：Flash90） 

 

拉皮德的立場為何？ 

 

概括而論，以下是拉皮德與我們讀者相關議題上的表態立

場： 

 
猶大和撒瑪利亞/猶太人定居區 

 
拉皮德過去曾表示，他不認為現任的巴勒斯坦領導人是位

可同行的夥伴，但他也反對「佔領」另一個民族的做法。 



 

他認為以色列應該與巴勒斯坦人「分隔」，可能是讓更多

人通過遷出猶大和撒瑪利亞猶太人定居區的方式。 

 
伊朗 

 

拉皮德認為在美國前總統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

的領導下所達成的伊朗核協議是眾多不良選擇中尚可接受

的。 

 

但就在本週，鑑於伊朗嚴重違規行為，他強烈譴責歐洲持

續以達成一項新的、讓步的核協議所進行的談判工作。 

 
宗教與國事 

 
雖然拉皮德不像他父親那麼反對宗教，但在宗教事務上，

也保持強烈的反對立場，因為他認為以色列拉比和正統猶

太教政黨在以色列進行著來自宗教的脅迫。 

 
他反對所謂的「猶太民族國家法」（Nation-State Law），

因爲該法已將以色列的猶太特質放在半君主立憲制（semi-

constitutional）中「基本法」的聖壇中心上，拉皮德稱此法

為對以色列宗教和少數民族的政治攻擊。 

 
拉皮德與班奈特的差異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重大的政治議題中，拉皮德和班奈特

只在伊朗核威脅的議題上保持相同立場。 



 

班奈特是位宗教民族主義者，他相信以色列的神聖使命乃

是定居在猶大和撒瑪利亞，即猶太民族的聖經中心地帶。

2017 年班奈特要求以色列立即對所謂的「約旦河西岸」實

施其主權，使自己的立場比納坦雅胡更偏向右傾。 

 

他還投票支持《猶太民族國家法》，並在意識形態上支持

將以色列定義為猶太國家。他確實遲遲未對該法律的措辭

及其將德魯茲人（Druze）等少數族群邊緣化的影響提出關

切。 

 
下次選舉中當選的機會 

 

目前的民意調查顯示，拉皮德的未來黨在下一屆議會中可

能贏得 19 個席位，遠遠落後於納坦雅胡的以色列聯合黨

（Likud），後者預計將贏得至少 34個席位。 

 

然而，納坦雅胡仍然還沒能得到足夠的右派議員的支持來

建立一個多數聯盟。這可能再次讓拉皮德有機會組建一個

多黨派的反納坦雅胡聯盟，儘管它可能比目前聯盟的任期

時間更短。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2/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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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 

 
箴言 15:3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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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事地度日。 

 

親愛的主耶和華，我們宣告祢的主權在以色列政府之上。

我們祈求所有參選的候選人都有顆謙卑敬畏祢的心，使他

們明白一切的權柄都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羅13:1）。我們祈求以色列人民有從屬天來的智慧，能與

神的旨意和價值觀對齊，選舉出合神心意的人選。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官員 

對拜登的五項要求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告訴耶路撒

冷郵報，他們希望以色列總理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

儘快會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

（Mahmoud Abbas）。 

 

 
2010 年 3 月 10 日，當時身為美國副總統的喬‧拜登在拉姆拉

（Ramallah）問候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總統馬哈茂德‧阿巴斯。（照片

來源：AMMAR AWAD/路透社） 

 
巴勒斯坦資深外交部官員艾哈邁德‧迪克（Ahmed al-Deek）

週日告訴《耶路撒冷郵報》（Jerusalem Post），巴勒斯坦領

導人將在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訪問該地區的近期

內向美方提出五項訴求。 



 

迪克表示希望拜登政府接受巴勒斯坦全部的要求。他呼籲

以色列總理拉皮德應立即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總統馬哈茂

德‧阿巴斯會面，以重啟陷入僵局的以巴和平談判。 

 

迪克列出的巴勒斯坦方之需求如下： 

 

1. 重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間共同的政治眼光。 

 

迪克認為這是最重要的要求，因為這將需要「迫使以色列

政府進行認真的談判，開展和平進程並結束佔領。」他表

示巴勒斯坦人已準備好立即恢復與以色列的和平談判。「巴

勒斯坦人是唯一想要重返談判的人。」迪克爭辯道。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國旗俯瞰圓頂岩石和西牆（照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耶路撒冷郵報） 



 

「巴勒斯坦人是唯一想要重返談判的人。」—艾哈邁德‧

迪克說。 

 

「阻止巴勒斯坦人恢復和平談判的是以色列和平夥伴的缺

席。前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擱置了談判的進程，甚至以

聯合政府搖擺不定的狀態為由，誇大表示以色列不會與巴

勒斯坦人進行政治上的任何談判程序。面對無論以色列有

著強大的政府或是軟弱的政府，巴勒斯坦人都必需付出代

價。」 

 

2. 重新開放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 

 

「拜登承諾重新開放『美國駐耶路撒冷領事館』（註：指的

是「美國駐巴勒斯坦領事館」），我們正在等待他兌現承

諾。」迪克告訴耶路撒冷郵報。事實上，該領事館是美國

對巴勒斯坦人的外交代表機構，於 2018 年被川普政府關閉。

巴勒斯坦人認為，重新開放領事館代表美國承認東耶路撒

冷是未來巴勒斯坦國首都的意思。他們還希望領事館的重

新開放將有效取消美國前總統川普於 2017 年承認耶路撒冷

為以色列首都的說法。 

 
3. 將 巴 勒 斯 坦 解 放 組 織 （PLO， 全 名 為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從恐怖主義的名單中刪除，並重新

開放巴解組織在華盛頓的使館。 

 



 

2018 年，川普政府關閉了巴解組織辦公室，迫使巴勒斯坦

人停止與國際刑事法院（ICC，全名：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的合作與敵對以色列的行為。1987 年，美國國會宣

佈巴解組織為恐怖組織，並禁止其在美國開設任何辦事處，

儘管做出了決定，但國會卻允許美國總統在他們的同意下

行使豁免權（註：代表美國總統有權允准巴勒斯坦解放組

織在美國開設辦事處），自 1993年以色列與巴解組織簽署奧

斯陸協議（Oslo Accords）以來，除了川普外的每一位美國

總統都這樣做了。 

 
4. 向以色列政府施加來自美國的壓力，以阻止以色列反對

巴勒斯坦人的繼續升溫行動。 

 
「這代表著美國立場的轉變，將從拒絕定居點和尋求和平

與建立信任的舉措，轉變為迫使以色列政府停止升級針對

巴勒斯坦行動的實際作法。」迪克說。「現在是讓美國只是

從紙上談兵、善意與正向的聲明，轉為向以色列施壓的時

刻，以結束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和措施的時刻。」 

 

「以色列人正在逐步吞併約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區，特別是

在約旦河谷（Jordan Valley）和希伯崙地區（Hebron）。」他

說。「在這些土地上，以色列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以色列還

希望吞併 C區（註：西岸地區按「奧斯陸協議」劃分為 A、

B 與 C 區，其中 C 區為不屬於以色列但由以色列管轄的地

區），以色列認為這地區為定居點的深度戰略位置。」 

 



 

「關於和平進程的討論儼然成為一種幻想和不現實的事。

這種情況對兩國解決方案（Two-state solution）的概念構成

了嚴重威脅，拜登政府表示，美國仍然致力於實現這項方

案，但若繼續紙上談兵，很快的，當我們談論兩國解決方

案時，我們自己人民可能會開始嘲笑我們。」 

 
「現在是讓美國從紙上談兵、善意與正向的聲明，轉為向

以色列施壓的時刻，以結束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政策和

措施的時刻。」－艾哈邁德‧迪克。 

 

5. 恢復美國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財政援助。 

 

截至目前為止，美國只恢復了對「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

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全名為：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Works Agency for Palestine Refugees in the Near East）的

援助。迪克說：「我們需要錢，我們希望美國能恢復援助。

2018 年，川普將巴勒斯坦援助降為零。同年，美國國會暫

停透過經濟支持基金（ESF）向巴勒斯坦人所提供的經濟援

助，表示除非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停止給予在以色列監獄服

刑的恐怖份子經費，並停止向『因恐怖主義行為而死亡的

恐怖份子家屬』提供金援。」 

 
「我們需要錢，我們希望美國能恢復援助。」－艾哈邁德‧

迪克。 

 



 

 
以色列總理亞伊爾‧拉皮德在其任內的第一次內閣會議發表談話。

（照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 

 

重振和平進程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資深官員表示，美國政府可以為幫助恢

復以巴和平進程創造出適宜的時刻。「我們持續相信以巴衝

突的政治解決方案。」迪克強調。 

 
「我們將根據亞伊爾‧拉皮德的行為，而非其言詞，來評

論他。」－艾哈邁德‧迪克。 

 

當被問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領導層面對拉皮德的立場時，

他說：「我們將根據亞伊爾‧拉皮德的行為，而非其言詞，

來評論他。我們正在尋找一個真正的以色列和平夥伴，以

便我們可以與他一起坐在談判桌進行討論。阿巴斯總統的



 

手總為和平而伸出，而班奈特前總理卻拒絕這伸出的和平

之手，但我們希望拉皮德總理能與阿巴斯總統達成共識。」 

 

「我們希望拉皮德總理能儘快與阿巴斯總統會面。」迪克

說。「我們正在目睹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和平營的系統性破壞。

因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行動和措施，這個和平營正受

到破壞。這就是我們希望拉皮德總理與阿巴斯總統趕緊進

行會面的重要原因。」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2/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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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箴言 2:5-6 

你就明白敬畏耶和華，得以認識神。因為，耶和華賜人智

慧；知識和聰明都由他口而出。 

 
羅馬書 12:18 

若是能行，總要盡力與眾人和睦。 
 

求神賜給新上任的以色列總理拉皮德智慧，在面對美國政

府與巴勒斯坦問題時，專心尋求神和倚靠神，並禱告在神

的心意中，以色列能與巴勒斯坦達到真正和睦相處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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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