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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聲稱以色列情報局 

特務試圖炸毀敏感地點 

伊朗官員聲稱以色列情報局（Mossad，又稱「摩薩德」）特務

透過伊拉克（Iraq）的庫德斯坦（Kurdistan）入侵伊朗。 

 

202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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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三月，圖為距德黑蘭 295 公里的伊斯法罕（Isfahan）UCF 核

電站全景圖（圖片來源：HENGHAMEH FAHIMI/AFP） 

 

伊朗諾爾新聞社（Noor News）週日報導，伊朗情報局週六

聲稱在該國被捕的以色列情報局特務正試圖炸毀伊朗中部

伊斯法罕（Isfahan）的一個「敏感地點」。 

 

伊朗情報局週六宣佈，他們已經逮補一個以色列情報局特

務網絡，以色列特務聯繫在「鄰國」的其他特務，並從伊

拉克的庫德斯坦進入伊朗。伊朗當局聲稱此間諜網絡正計

畫進行「使用最先進的系統、通信設備以及最強大的爆炸

物，進行前所未有的破壞和恐怖行動。」 

 

伊朗當局補充說道，稍晚將公佈更多相關資訊。 

 

週日，諾爾新聞社報導指出，此間諜網絡幾個月前通過庫

德斯坦進入伊朗，目標是炸毀伊斯法罕的一個「敏感地點

中心」。 

 

該報導補充說道，該間諜網絡已經在非洲培訓幾個月，以

便展開行動。 據諾爾新聞社報導，伊朗情報局早在他們入

侵伊朗之前就已經在跟蹤該間諜網絡。 



 

 
以色列特務情報局印章（圖片來源： ךלמה וינידלאנור /Wikimedia 

Commons） 

 

據報導指出，該間諜網絡是在他們將爆炸物放置在目標地

點後，並在他們打算實施其行動的最後幾個小時前被捕。 

 

該報導補充說道，更多詳細內容將稍後公佈。 

 

聲稱與庫德斯坦對立 

 

伊朗多次聲稱以色列情報局在伊拉克庫德斯坦展開間諜行

動。 

 



 

三月，伊斯蘭革命衛隊（ IRGC）向庫德斯坦地區艾比爾

（Erbil）的一戶住宅發射了 12 枚飛彈，稱這是對「假錫安

主義政權最近的罪行」的回應。伊斯蘭革命衛隊還聲稱，

目標建築物被稱為「錫安主義者的陰謀和邪惡戰略中心」。

伊朗和親伊朗媒體的報導表明，飛彈襲擊是為了回應以色

列無人機襲擊伊朗馬希達什特（Mahidasht）伊斯蘭革命衛

隊無人機基地（該事件尚未被證實）。 

 

伊斯法罕核技術中心 

 

根據核威脅倡議組織（NTI）的說法，雖然該報告沒有說明

目標是哪個站點，但位於該地區的伊斯法罕核技術中心是

該國最大的核設施之一。 

 

上個月，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使用的一些監控攝像鏡頭

被從伊斯法罕基地移走。此外，國際原子能總署上個月報

告稱，伊朗 90%要濃縮至 60%的裂變純度的鈾已運往伊斯法

罕。一月，國際原子能總署報告稱，伊朗已通知將其離心

機零件的生產轉移至伊斯法罕。 

 



 

去年，伊朗宣佈已開始在伊斯法罕基地生產濃縮鈾金屬，

這是一種可用於製造核武器核心的材料。 

 

新聞來源：JP 

新聞來源：202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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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62:1 

我因錫安必不靜默，為耶路撒冷必不息聲，直到他的公義

如光輝發出，他的救恩如明燈發亮。 

 

我們禱告宣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宣告神

掌權在以色列及伊朗之間，破除伊朗一切核武器詭計，彰

顯祂的公義及旨意在中東地區。 
 



 

拉皮德警告俄羅斯關閉 

猶太人事務局是嚴重的 

以色列總理計劃本週派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試圖說服俄羅

斯當局停止針對以色列半官方移民機構的行動

 
以色列總理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於 2022 年 7 月 24 日在耶

路撒冷的辦公室舉行內閣會議。（照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POOL） 

 

以色列總理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週日警告俄羅斯不

要關閉在俄羅斯的猶太人事務局（Jewish Agency）辦事處，

稱此項行為將是「嚴重事件」，會對以色列和俄羅斯之間

的外交關係帶來負面影響。 

 



 

拉皮德對莫斯科的公開警告是為了回應俄羅斯當局最近針

對以色列半官方組織所採取的措施，該組織的任務是促進

和鼓勵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上週俄羅斯司法部正式要求

「解散」猶太人事務局在俄羅斯的一切活動，聲稱該組織

違反多項當地法律。 

 

然而以色列認為他們的要求非因法律問題，而是莫斯科對

耶路撒冷支持烏克蘭的一種報復形式。 

 

近幾週猶太人事務局尋求外交部的幫助，請求以色列駐俄

羅斯大使代表為他們發聲。 

 

上週兼任外交部長的拉皮德宣佈，總理辦公室將於本週派

代表團前往莫斯科，與俄羅斯官員就此事進行會談。週日

代表團成員啟程前在總理辦公室會面進行形勢評估。以色

列代表團預計可能於週一出發。 

 

「拉皮德總理在會議上表示，與俄羅斯的關係對以色列來

說至關重要。俄羅斯的猶太社群龐大且重要，在每次與莫

斯科政府的外交討論中都會提及他們。」總理辦公室在一

份聲明中表示。 



 

聲明中寫道，「關閉猶太人事務局將是嚴重的事，其後果

將會影響到兩國的關係。」 

 

總理辦公室表示一旦「收到俄羅斯的會談批准」，代表團

已準備好即刻啟程前往莫斯科。 

 

 
2016年 11月 29日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事務局總部外觀。（照片來源：

Yonatan Sindel/Flash90） 

 

該代表團包括來自總理辦公室、國家安全委員會、外交部、

司法部、以及歸回融合部的代表，將由外交部司長阿隆．

烏什皮茲（Alon Ushpiz）監督帶領。 

 



 

所有這些辦公室的代表都出席週日的會議，其中包括歸回

融合部部長普尼娜．塔瑪諾－莎塔（Pnina Tamano-Shata），

以及兩位從前蘇聯移民到以色列的部長，摩爾多瓦

（Moldova）出生的外交部長阿維格．多利伯曼（Avigdor 

Liberman）和烏克蘭出生的建設部長澤夫．艾爾金（Zeev 

Elkin）。 

 

上個月底，俄羅斯當局通知負責促進和鼓勵猶太人移民到

以色列的猶太人事務局，他們計畫對該組織採取法律行動，

除非猶太人事務局接受一些難以達到的要求，而事實上該

組織並不會同意這些要求。 

 

上週四這些通知和警告化為實際行動，因為當地司法部門

向莫斯科的巴斯曼尼（Basmanny）法院提出上訴。 

 

「法院收到莫斯科司法部主要部門提起的訴訟，要求解

散……猶太人事務局。」法院在一份聲明中提到，由俄羅斯

新聞社（RIA）轉載發佈。 

 
 



 

據國際文傳電訊社（Interfax）報導，俄羅斯機構引用法院

發言人葉卡捷琳娜．布拉夫佐娃（Ekaterina Buravtsova）的

話表示，該要求是在違反法律規定後提出的，但沒有提供

進一步的細節。 

 

上訴的初步聽證會訂於週四舉行。 

 

俄羅斯政府咄咄逼人的姿態極不尋常，這顯然是為了報復

以色列對莫斯科入侵鄰國烏克蘭的立場，以及以色列在敘

利亞持續反對伊朗的行動，雖然俄羅斯有時也表示反對。 

 

 
2022年 7月 14日，一批運往烏克蘭的防護設備被裝載在從以色列起

飛的貨機上。（照片來源：以色列國防部） 

 



 

猶太人事務局在一份聲明中說，這只是「初步聽證會」，

已進行「推遲法律程序」，顯然是為了淡化人們的擔憂。 

 

「正如先前所表示，我們在法律訴訟過程中不發表任何評

論。」該事務局說道。 

 

該事務局內部一位消息人士本月初告訴《以色列時報》，

俄羅斯的新要求預計不會迫使猶太人事務局完全停止其在

俄羅斯的業務，而比較像是一種「干擾」，而不是對其活

動的合法威脅。 

 

在俄羅斯反對該事務局的行動當下，猶太人事務局仍會繼

續在俄羅斯正常運作。 

 

以色列部長們週四強烈譴責俄羅斯司法部的法庭文件，其

中一位明確表示，這與以色列支持烏克蘭有關。 

 

「俄羅斯猶太人不會因著烏克蘭的戰爭所而被如人質般挾

持，因以色列對戰爭的立場而懲罰猶太人事務局的意圖是

惡劣且令人反感的。」僑民事務部長納赫曼．薩伊

（Nachman Shai）在一份聲明中說道。 

 



 

「俄羅斯的猶太人是無法脫離以色列的歷史與情感的聯

繫。」他說。 

 

這一連串的事件喚起人們對蘇聯猶太人困境的記憶，他們

多年來被禁止移民到以色列，也不能公開信奉他們的信仰。 

 

 
1987年 12月 6日，參加蘇聯猶太人集會的人高舉標語在華盛頓街頭

遊行。（照片來源：Ira Schwarz/AP） 

 

猶太人事務局是以色列政府的一個非官方機構，其任務是

監督和鼓勵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而希望移民到以色列的

人必須通過猶太人事務局提出移民申請。該機構還開展教

育計劃和一系列其他活動。 



 

為了促進這些事務，該組織在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許多國家

和城市設有辦事處。近年來，數以萬計的俄羅斯公民移民

到以色列，僅在二月底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就有

大約一萬人抵達以色列。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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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17 

凡為攻擊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審判時興起用舌攻

擊你的，你必定他為有罪。這是耶和華僕人的產業，是他

們從我所得的義。這是耶和華說的。 

 

詩篇 103:6 

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詩篇 10:18 

為要給孤兒和受欺壓的人伸冤，使強橫的人不再威嚇他們。 



 

親愛的全能神，祢滿有公義和憐憫。祢是至高的大法官，

在天上法庭聆聽我們的訴求，我們奉基督耶穌的名宣告一

切對設立在俄羅斯的猶太人事務局辦事處的不公不義的訴

訟要完全被撤銷。願和平在以色列和俄羅斯中間，不讓那

惡者偷竊毀壞兩國的關係。願祢伸出大能的膀臂搭救俄羅

斯的猶太人，讓他們順利回歸以色列。感謝祢的信實和恩

典，讓一切歸於祢名下的百姓都蒙祝福和保守。阿們。  



 

一個神聖的地方 

 
 

希伯來聖經中包含了二十多個對神的稱呼，有許多是我們

過去聽過的，像是「YHWH」（主）、「Elohim」（神）和

「Sabaoth」（萬軍之主）。猶太人對神使用的一個較隱晦的

名字是「Ha-Makom」，這一詞的字面意思是「地方」，這代

表什麼意思？神是一個地方嗎？這個相當普通的詞是如何

成為神最神聖的名字之一呢？ 

 

我們可以從雅各（Jacob）的夢中學到什麼？ 

 
 
 
 



 

創世記（Genesis）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是雅各的夢境，他

夢見天使在通往天堂的梯子上，上去又下來。這段故事以

這些話為開頭「他到了一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

裡住宿。」（創世記 28:11）。在希伯來語中，「地方」是

「makom」（希伯來文：「 םוקמ 」），然而這個地方在哪裡？

奇怪的是，通常紀錄地理位置細節的妥拉（Torah）也沒有

具體說明是哪個地點。 

 

超越空間的地方 

 

根據古代猶太人對這節經文的解釋，雅各遇見的「makom」

不是物質界的位置，而是神的存在本身。拉比對塔木德最

著名的解釋：「神是世界的歸宿，但世界不是神的居所。」

換句話說，神不能被限制在個別的地方，但神是超越空間

限制的那位，任何地方的所有人都可以接觸到祂。 

 

發現聖經的奧秘 

 
 
 
 



 

直到今天，經常聽到猶太人在祈禱中稱神為「Ha-Makom」

（地方），這個稱呼捕捉了神永恆的浩瀚，同時強調了祂的

親密無間性。唯有透過認識希伯來語進入希伯來聖經的迷

人世界，將更能與這位寬廣的神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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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俄週五於土耳其簽署難 

以捉摸的糧食協議 

自烏俄戰爭爆發以來，交戰雙方第一次重大協議是在全球

糧食穀物價格飆升之下促成的，因著全球對俄羅斯的經濟

制裁使得該地區穀物不易出口的原因，同時將由聯合國監

測該區的貨運狀態。 

 
2019 年 12 月 9 日，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

和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抵達巴

黎艾麗榭宮參與工作會議。（照片來源：Ian Langsdon/AP） 

 



 

土耳其安卡拉（法新社）報導，烏克蘭和俄羅斯週五簽署

一項令人難以捉摸的協議，旨在幫助緩解因黑海（Black Sea）

穀物出口受阻所造成的全球糧食危機。 

 

自俄羅斯二月進攻鄰國烏克蘭以來，交戰雙方的第一項重

大協議是在全球糧食價格飆升與許多貧窮國家人民面臨飢

餓的狀況下所促成的。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歐．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週

四抵達土耳其，參加在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 Strait）

伊斯坦堡（Istanbul）奢華的多爾馬巴赫切宮（Lavish 

Dolmabahce Palace）舉行的協議簽署儀式。 

 

「對全球糧食安全至關重要的穀物出口協議於週五（7/22）

在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以及烏克蘭和俄羅斯代表

團的共同主持下，於伊斯坦堡簽署。」土耳其總統發言人

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在推特上發文表示。 

 



 

多達 2500 萬噸的小麥和其他穀物被俄羅斯軍艦封鎖在烏克

蘭港口，而烏克蘭為避免遭受俄羅斯可怕的兩棲攻擊於港

口埋下了地雷。 

 

俄羅斯的要求 

 

土耳其與聯合國官員上週在伊斯坦堡出席了交戰兩國軍事

代表團自三月以來的首次直接會談，並提出了一個解決目

前僵局的初步草案。 

 

烏俄雙方原本應在本週再次會面，以便簽署一項正式協議。 

 

但是俄羅斯總統普丁週二警告說，他希望任何協議也都要

能解決俄羅斯自身糧食出口的受阻問題，否則他將阻撓糧

食協議的會談。 

 



 

 

2022年 5月 28日，在烏克蘭東部哈爾科夫（Kharkiv）郊區的切爾卡

斯卡洛佐瓦（Cherkaska Lozova），一間被俄羅斯軍方攻擊而損壞的倉

庫內散落著穀物。（照片來源：Bernat Armangue/AP） 

 

這場已爆發五個月的戰爭，發生在橫跨歐洲最肥沃的區域

上，其中含有世界兩個最大穀糧生產國。 

 

幾乎所有的穀物原本都通過黑海運出該地區。 

 

土耳其外交部長梅夫呂特．恰武什奧盧（Mevlut Cavusoglu）

週四同意了普丁的擔憂。 

 



 

「當我們解決穀物出口問題時，不僅會打開烏克蘭穀物和

葵花籽油的出口通道，也會打開俄羅斯產品的出口。」他

說。 

 

「即使這些俄羅斯產品沒有受到制裁影響，但俄羅斯在海

上運輸、保險和銀行系統方面仍然遭受著封鎖。」他補充

說。「然而美國和歐盟已承諾會取消這些舉措。」 

 

三個港口 

 

在整個衝突期間，北約成員國土耳其與交戰國俄羅斯和烏

克蘭雙方都保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烏克蘭談判代表團的一名成員表示可以從目前由烏克蘭完

全控制的三個港口恢復運輸。 

 

「出口將通過三個港口：『奧德薩』（Odessa）、『皮夫登尼』

（Pivdennyi）和『切爾諾莫斯克』（Chornomorsk）進行，但

在未來我們希望可以擴大出口的地點。」烏克蘭議員魯斯

特姆．烏梅羅夫（Rustem Umerov）告訴記者。 

 



 

他補充說道，這些貨物的安全將由設在伊斯坦堡的聯合國

監測小組監督。 

 

烏梅羅夫還表示，作為預期協議的一部分，應拒絕讓俄羅

斯船隻進入烏克蘭水域。 

 

「我們不信任俄羅斯，即使他們與聯合國簽署了協議，但

對我們而言，俄羅斯是侵略者。」他說。 

 

新聞來源：TOI 

新聞日期：2022/0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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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書 3:8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詩篇 46:1 

神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

的幫助。 



 

求神止息烏俄戰爭，使戰爭停止讓兩國得以和好，也願這

次的糧食協議能成為未來停戰的預表，更禱告神安慰在戰

爭中流離失所的百姓，願神成為他們的力量並領受屬天的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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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