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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信徒 

是否需要在聖殿被毀日哀悼？ 

我詢問以色列當地的彌賽亞信徒，發現許多人沒有真實認

識這場莊嚴禁食祈禱的真正含義。 

 

 

20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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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宗教領袖齊聚在耶路撒冷西牆為當時聖殿被毀所發生

的慘況哀悼。（照片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聖殿被毀日」（Tisha B’Av）就是希伯來曆中埃波月

（Month of Av）的第九日，是以色列和世界各地的猶太人

集體哀悼和反思的時刻，從今年 8 月 6 日星期六晚上開始，

隨著安息日的結束。 

 
在猶太人的傳統中，正是在今年夏季的第九天，我們的人

民、我們的國家一次又一次受到劇烈的攻擊。 

 
西元前 1313 年的這一天，十個探子從應許之地回來，帶著

一股消極不信的回報，使得以色列人拒絕向那片土地前進，

所以神讓他們要在沙漠中流浪四十年。 

 
耶路撒冷的兩座聖殿都在這一天被摧毀，第一聖殿在西元

前 423 年被巴比倫人催毀，第二聖殿在西元前 70 年被羅馬

人攻陷。我們民族的流散經歷了一段苦難的時期，以致我

們尚未完全恢復過來。 

 
西元 133年，巴柯巴（Bar Kochba）反抗羅馬人的起義以失

敗告終，猶太人在埃波月 9日被種族滅絕。 

 
在這一天還有許多悲慘的事情被記錄下來，包括西元 1290

年英國的猶太人和西元 1492 年西班牙的所有猶太人皆被驅

逐。 

 
為何我們仍在哀悼？ 



 

在猶太教中，我們被教導不僅要重視美好的回億，並要重

視痛苦和折磨的時刻。每當家庭或朋友中有人離世時，我

們就會放下一切，去陪伴我們的親人。這是一個家庭和社

區共同度過哀悼和反思的重要時刻。這就是我們與哭泣的

人一同哭泣，與哀悼的人一同深切哀悼的方式。 

 
在猶太教中，我們被教導要重視這些節期和對我們失去的

親人的記憶。因此我們有一些日子和節期來紀念我們所逝

去的親人和痛苦，同時也是讓我們認同和記住作為一個國

家所經歷的悲劇，所以我們一起禁食和哀悼，這不僅幫助

我們記住並從過去學習，而且也為那些正在哀悼的人帶來

安慰，因為我們是一個民族也是一個國家。 

 
我們永遠記得過去所發生的事，因為如果我們忘記了，就

真的「忘」記了。 

 
我問過一些彌賽亞信徒，他們是否會參加這些禁食與紀念

日，但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對「聖殿被毀日」（Tisha B’Av）

的含義沒有概念，他們說：「因為這個日子沒有記載在聖

經中，僅是一項猶太傳統，他們就不會參加了。」 

 
傑森．希爾佛曼（Jason Silverman）是一位年輕的猶太裔耶

穌信徒，他對此有不同的看法： 

 
「聖殿被毀日」的確並非聖經所記載的事情，而是由拉比

們所制定的節日，因此我不認為遵守這個紀念日是信徒的

義務。 



 

然而，我認為身為猶太民族，我們（那些願意的人）參與

猶太民族共同遵守的節日/紀念活動/紀念日是很重要的，特

別是因為這是為落在猶太人身上的悲劇而哀悼的日子，也

是兩座聖殿被毀的日子，而不僅是由拉比們創造的宗教規

條。 

 
除了禁食以外，我個人認為還有一些不同的觀察與參與方

式，就是透過閱讀耶利米哀歌（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來反思生活中遇到的困難，包括個人與群體層面。這也讓

我們有機會反思神的掌權，和我們在困難中對神的信靠。

同時，我們也可以以一個有信仰的餘民的角度，來思想我

們對神和祂應許的信心，因為我們知道，儘管在整個猶太

歷史上發生了眾多悲劇，包括猶太大屠殺，但猶太民族至

今仍然存在。」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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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代志下 7:14-15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

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

們的地。我必睜眼看、側耳聽在此處所獻的禱告。 

 
歷代志下 7:14-15 

耶和華說：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

所看顧的，就是虛心痛悔、因我話而戰兢的人。 

 
禱告 

讓我們在即將到來的聖殿被毀日，與猶太百姓一起自卑、

禱告與尋求神的面，願神從天上垂聽憂傷痛悔的呼求，降

下醫治並恢復猶太人愛主、敬畏神的心。  



 

伊朗揚言將製造核彈 

並把紐約變成地獄廢墟 

該影片宣稱伊朗政權可以快速將其「和平核計劃轉變為核

武器計劃」。 

 

 
2022 年 4 月 29 日，在伊朗德黑蘭（Tehran）齋戒月

（Ramadan）的最後一個星期五，人們在紀念一年一度的聖

城日（耶路撒冷日）的集會上，站在伊朗的導彈旁。（照

片來源：MAJID ASGARIPOUR/WANA） 

 
伊朗情勢專家本．薩布迪（Ben Sabti）在推特上說，伊斯蘭

革命衛隊的「Telegram 頻道威脅要生產用於導彈的原子

彈」，並引用該頻道的信息：「如果納坦茲（Natanz）設施



 

遭到襲擊，伊朗可立即返回伊瑪德（Emad）項目計劃並製

造原子彈。」 

 

 
在 Telegram 消息中引用的伊瑪德（Emad）是伊朗的長程彈

道飛彈。 

 
據總部位於倫敦的「伊朗國際新聞」媒體報導，與伊斯蘭

革命衛隊（IRGC）相關的廣播人媒體（波斯文 Bisimchi，英

文 Radioman Media）的「Telegram 頻道」發佈一段名為

「伊朗沉睡的核彈何時會甦醒」的視頻。 



 

把紐約變成地獄般的廢墟 

 
伊朗在該影片宣稱，「如果美國或錫安主義政權犯下任何

愚蠢的錯誤」，伊朗政權將火速地發展核武器。 

 

 
這張照片攝於 2022 年 2 月 9 日，伊朗武裝部隊參謀總長穆

罕默德．巴蓋里少將（Mohammad Bagheri）與伊斯蘭革命

衛隊（ IRGC）航太部隊指揮官阿米爾．阿里．哈吉扎德

（Amir Ali Hajizadeh）在伊朗一個秘密地點揭幕「堡壘破壞

者」（波斯文 Kheibarshekan）導彈。（照片來源： IRGC 

/WANA/REUTERS） 

 
根據「伊朗國際新聞」媒體報導，該影片稱伊朗的彈道飛

彈有能力「把紐約變成地獄般的廢墟」，表面假稱的是伊

朗的太空計劃。 

 



 

「福爾多（Fordow）的核武設施建在伊朗的深山之下，不

受壕溝破壞性炸彈甚至核爆炸的影響」（註：福爾多

（Fordow）燃料濃縮廠是伊朗的地下鈾濃縮設施）。 

 
「福爾多（Fordow）的核設施建在伊朗的深山之下，不受

壕溝破壞性炸彈甚至核爆炸的影響……核突破（breakout）

需要的所有基礎設施都已在其中準備就緒。」據伊朗國際

新聞媒體的影片轉述該影片內容報導。（註：從技術層面

而言，伊朗已獲得核武器能力的事實。） 

 
該新聞媒體解讀此影片內容並陳述「納坦茲的設施可能極

易受到西方列強和以色列的攻擊，但如果納坦茲受到導彈

襲擊，福爾多將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並於短時間內開始核突

破項目計劃。」（註：納坦茲是伊朗最大的鈾濃縮設施） 

 
該影片宣稱，伊朗政權可以快速將其「和平核計劃轉變為

核武器計劃。」 

 
據報導該影片指出，伊朗在庫姆（Qom）附近的福爾多地

下設施進行鈾濃縮製造核武器的進度，已使其處於核突破

的邊緣，並可成為核俱樂部（Nuclear club 指有核武器國家

的集會）的成員。美國政府已將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

列為外國恐怖組織。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2/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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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54:1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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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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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的主，我們為世上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禱告，祈求這一

切可怕的武器不被仇敵利用攻擊任何國家和人民。我們知

道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因此我

們為這些國家的領袖和一切在位掌權的代求，願他們都有

敬畏神的心，不被憎恨蒙蔽，不讓荒謬的教義誤導他們，

讓自己的人民做無謂的犧牲。願神所賜人意外的平安充滿

所有在基督裡的百姓，在這末日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靠

主常喜樂，全心倚靠賜盼望的神。 

 

 

 

 



 

耶穌和數字「14」所代表的含義 

 
 
古代猶太人的解釋 

 
數字 14 是「希伯來字母代碼」（Gematria）的一個明顯例子，

希伯來字母代碼指的是猶太人用數字為每個希伯來字母編

碼的意思。舉例來說，第一個希伯來字母「א」（Aleph）代

表數字 1，第四個字母「ד」（Dalet）等同於數字 4，而第六

個字母「ו」（Vav）則代表 6。希伯來字母代碼計算一個特定

單詞的數值，然後將其與另一個具有完全相同數值的單詞

匹配，進而揭示它們之間的相聯性。 

 
為什麼是數字「14」？ 

 
馬太圍繞數字 14 來撰寫家譜，因為希伯來語「 דוד 」大衛

（David）的名字數值是「14」，是「ד」（dalet）加「ו」（vav）

加「ד」（dalet）的結果，也就是 4+6+4=14，此外大衛是家

譜中所列出的第十四個名字。這裡對大衛的強調非常清楚。



 

馬太用數字 14 將耶穌（大衛的子孫）與大衛王聯繫起來，

並以一種獨特的猶太方式來呈現耶穌的家譜。 

 
發現猶太背景 

 
對一世紀的猶太人來說，家譜與希伯來字母代碼都很重要，

所以對馬太而言，使用這個數字「14」並明確表示耶穌

（大衛的子孫）與大衛之間的聯繫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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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是與「猶太人」在一起 

 
今年 11 月 1 日將是以色列這三年半以來第五次舉行投票來

選出新政府。距離選舉還有幾個月的時間，但關注以色列

的基督徒們，可以在注意以色列民調和預測選舉結果的同

時，來透過下述內容為以色列禱告。 

 

 
「猶太人」經常被「以色列人」嘲笑，因著他們敢於宣稱

聖經對他們的應許。（照片來源：Yonatan Sindel/Flash90） 

 
以色列支離破碎的選舉景況，與其說是有趣且瞬息萬變的

局勢，反而更像佈滿泥濘的沼澤。潛在的問題錯綜複雜，

使政府陷入困境也阻礙了其進展，因此造成班奈特－拉皮

德聯合政府垮台，並預計在今年晚些時候舉行另一次大選。 

 
問題的構造與板塊沿多條線分開： 

 



 

問題的結構可以分成阿什肯納茲猶太人（Ashkenazic）、塞

法迪猶太人（Sephardic）和 米茲拉希猶太人（Mizrachi）；

世俗的猶太人、有宗教信仰的猶太人的與猶太教正統派的

人（Haredi）；重視民族宗教的錫安主義者（National-

religious Zionist）和世俗的錫安主義者；極左派與極右派；

拒絕以色列的阿拉伯穆斯林和接受以色列的阿拉伯基督徒，

以及上述所有分類的變化體。我剛剛說以色列政局像是泥

淖嗎？簡直更像是大漩渦！ 

 
為了讓這篇文章引起讀者的興趣，我選擇先撇除掉以色列

的阿拉伯人口，並仔細研究劃分這些以色列公民的主要分

線，特別觀察在人口登記處被定義為「猶太人」的人，因

為他們佔選民的大多數。有一個歷史事件可以清楚的說明

這種裂痕： 

 
1995 年 11 月 4 日，一名戴著猶太小圓帽（kippa，註：基

帕）的男子在特拉維夫槍殺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

一個「右翼份子」刺殺總理的事件抓住了右派的把柄，壓

倒性的左派新聞媒體激起了反錫安主義的狂熱，使以色列

選民的中心地帶開始向左傾斜。 

 
隨後有兩個人參加了 1996 年五月舉行的選舉，一是左翼退

伍軍人且幕後操盤的 73 歲的希蒙．裴瑞斯（Shimon Peres），

以及中右翼的反對黨雄辯領袖，47 歲的班傑明．納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 

 
最開始的民調顯示並沒有很大的競爭性，右翼的形象「十



 

分邪惡」並且「反和平」（因為拉賓被槍殺時，正在參加一

場大規模的「和平集會」），由此可見，當時的左翼候選人

裴瑞斯無疑應該成功勝選。 

 
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彷彿伸出了血腥

的手，在以色列自己原本的傷口上扭動了刀，這時恐怖主

義開始升溫，在 1996 年頭幾個月裡，四次自殺炸彈攻擊殺

死近 90 名以色列人。民調顯示，每一次恐怖攻擊都會造成

人民改變所支持的政治傾向，使選民向右翼靠攏（註 1）。 

 
儘管雙方的差距縮小，但裴瑞斯仍然在選舉之夜為領先的

那位。隨著投票站的關閉，民意調查預測他已經獲勝，於

是裴瑞斯和他的同胞安心的回家睡覺，因為他們相信已經

勝選了。隔天早上看了電視畫面後的裴瑞斯，彎著腰、戰

敗的身影走在空無一人的議會走廊上，忍受著不是他而是

納坦亞胡當選總理的消息。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裴瑞斯先生？」一位記者問道。 

 
「我們輸了。」裴瑞斯苦澀的回應著。 

 
「誰輸了？」 

 
「以色列人。」 

 
採訪記者追問：「那麼誰贏了？」 

 



 

「猶太人。」裴瑞斯回答。 

 
裴瑞斯於 2016 年去世，但他的觀點仍然適用於對以色列政

治主要斷層線的揭露。他的「猶太人」指的是以色列社會

幾乎每個領域的男人和女人、年輕人和老年人、有家庭的

人和單身人士、黑人和白人，有時甚至包括宗教和世俗

（非無神論者）的人，而這些猶太人的價值觀根植於聖經

對以色列起源和未來預言的描述。 

 
對於「猶太人」而言，以色列的歷史在四千年的時間中從

未間斷過，從亞伯拉罕、摩西、大衛王直到馬加比家族

（Maccabees）、第二聖殿猶太公會和巴柯巴起義（Bar 

Kochba），猶太人在漫長的流散歷史中經歷了十字軍東征

（ Crusades）、反猶騷亂（ Pogrom）和猶太大屠殺

（Holocaust），直到大衛．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

拉賓（Rabin）和納坦亞胡（Netanyahu）。猶太民族的歷史

在他們離開以色列這塊土地時並沒有停止，而是在他們返

回這裡時繼續。在他們離開這塊土地的期間，猶太人認為

自己對這地的所有權並沒有停止（此外，這片土地上一直

都有些猶太人居住著）。儘管許多「猶太人」不是「定居

者」，意思是他們並沒有生活在撒瑪利亞與猶太地區的 240

個猶太城市、城鎮和村莊，但他們皆深信聖經記載的中心

地帶都屬於以色列。他們的民族血統和他們對以色列土地

的所有權與約都印在聖經中，而且是由上帝（Adonai、

Elohei'hem、Melech ha'olam皆代表「神」）擁護和證明的。 

 
對「猶太人」而言，1948 年五月不是基於聯合國投票和工



 

黨的錫安主義者行動才使以色列的誕生，這天標誌著以色

列國在自己的土地上復活，以繼續來自全能者所賦予以色

列的獨特使命，而猶太節期仍然是神的節期，並不是某種

文化傳統。他們的目光注視著未來要重建的所羅門聖殿

（Beit hamikdash），而且他們相信彌賽亞（Moshiach）。 

 
裴瑞斯筆下的「以色列人」是那些將以色列視為現代國際

秩序的一員的猶太人，是一個希望「被算在各國中」的世

俗進步國家，並可以與地球村中所有其他人合而為一。這

些猶太人將他們的猶太身份視為一種文化認同，包括割禮

（Circumcision）和成人禮（Mitzvahs）等傳統，以及普珥節

（Purim）、逾越節（Passover）、住棚節（Sukkot）等，但有

些節日通常又帶有點新時代的元素，在這些活動中，神基

本上被抹除了（例如某些嬰兒洗禮、教理問答、聖誕節、

大齋期（Lent，天主教與東正教稱其為「四旬節」）和復活

節（Easter）等節日，被名義上的「基督徒」視為文化節

期）。 

 
「以色列人」認為他們的列祖曾擁有撒瑪利亞和猶大地土

地，但也承認他們已經失去了這些土地，他們的人文主義

世界觀使他們覺得如果這地區成為一個名為巴勒斯坦的新

國家也是可以接受的。 

 
對許多「以色列人」來說，「猶太人」的身份認同是過時且

令其他人感到為難的。有些「以色列人」甚至將那些以聖

經為導向的同胞視為敵人，認為這些人的觀點阻礙了現代

國家的進步，是世界上最令人討厭的人。 （一則新聞報導



 

說，裴瑞斯曾對一位抗議他進步政策的「猶太人」（是作者

認識的一個女人）咆哮：「滾回你原本來自的地方。」） 

 
「以色列人」似乎有理由相信未來是屬於他們的，而國際

社會（包括大量的移民）會全心全意地站在他們一邊，然

而猶太人和堅信聖經的基督徒的看法卻完全相反。毫無疑

問地，「猶太人」是正確的。 

 
錫安主義不僅僅是二十世紀湧現的無數新民族主義中之一，

它至少有來自兩千年歷史的希望和期待，建立在神的先知

所發出的預言，並持續讓應許繼續實現著，他們用今天

「猶太人」和「以色列人」預言了以色列在現代的重建。 

 
猶太人從過去被俘虜的景況中被帶出來，並不是為了建立

另一個現代民族國家，不是要建立個世俗的、不道德且不

信神的國家。以色列的未來完全不同，應該是光榮的。當

我們為以色列禱告時，特別是針對下一次選舉代禱時，我

們祈禱神話語中的應許得以實現，即使有任何「變數」來

阻止神的應許，但神的應許必然成就。 

 
我們不知道猶太人何時會在他們的民族呼召中團結起來，

我們所知道的是，這就是他們的命運，因為聖經是這樣告

訴我們： 

 
耶和華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以色列家所立的約乃是這

樣：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裡面，寫在他們心上。我要

作他們的神，他們要作我的子民。他們各人不再教導自己



 

的鄰舍和自己的弟兄說：你該認識耶和華，因為他們從最

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認識我。我要赦免他們的罪孽，不再記

念他們的罪惡。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利米書 31:33-34） 

 
註 1：有證據表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亞西爾．阿拉法特

（Yasser Arafat）允許這些由哈馬斯（Hamas）和巴勒斯坦

伊斯蘭聖戰組織（Palestine Islamic Jihad）發動的恐怖攻擊，

以迫使以色列做出更多讓步。左翼評論員卻忽略了這一點，

堅稱這些攻擊是針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和平政策」，最

終還聲稱哈馬斯等人將勝利交給了納坦雅胡。 

 
文章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2/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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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36:26-28 

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你

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心。我必將我的靈放在

你們裡面，使你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你

們必住在我所賜給你們列祖之地。你們要作我的子民，我

要作你們的神。 

 
詩篇 100:3 

你們當曉得耶和華是神！我們是他造的，也是屬他的；我

們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場的羊。 



 

禱告 

願神的靈充滿在以色列百姓的心中，使他們知道唯有耶和

華是他們的神，並認定祂與遵行祂的話，也求神保守 11 月

的選舉，願合神心意的人能成為新的國家領袖，並繼續帶

領以色列向前。 
  



 

莫斯科首場法院聽證 

對於猶太人事務局未決 

初步的會議大約開了一個小時，且沒有進行重要的討論。

預期訂於 8 月 19 日的聽證會更具有決定性，前提是在此之

前雙方能夠達成協議。 

 

 
2022年 7月 28日星期四，位於俄羅斯莫斯科的巴斯曼尼地

區法院，安德烈．格里沙耶夫（Andrei Grishayev）律師和他

的同事準備參加一場俄羅斯要求清除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

的初步聽證會。（照片來源： Alexander Zemlianichenko/AP） 

 
俄羅斯政府針對猶太人事務局的首場聽證會於週四結束，

不過並沒有達成任何重大進展，在下一次開庭前雙方有可

能會達成協議，以挽救猶太人事務局辦事處免於關閉。 



 

 
上週，俄羅斯司法部提出一項動議，要求關閉該半官方機

構在當地的辦事處，俄方聲稱猶太人事務局違反當地法律。

不過，以色列官員和分析人士認為，莫斯科當局企圖藉著

打擊猶太人事務局來向耶路撒冷發出威脅信息，猶太機構

向來鼓勵並幫助猶太人移民或回歸以色列。 

 
這次案件的首場聽證會於週四上午舉行，地點位在莫斯科

的巴斯曼尼（Basmany）地區的法院，此次聽證會進行約一

個小時。在這場聽證會上沒有出現任何爭論，而法官也安

排了下一場辦在 8 月 19 日的聽證會，預計當天將有首次重

要的討論。 

 
儘管如此，猶太人事務局的官員依舊很擔心辦事處未來的

命運。不過這次充滿不確定性的聽證會卻被認為比無可辯

駁的聽證會更為有利。因為猶太人事務局的辦事處本來被

命令要立即關閉，但在接下來的三週內，可能會有某些協

議達成，使得猶太人事務局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在俄羅斯仍

可以繼續運作。 

 
猶太人事務局代理主席雅科夫．哈格爾（Yaakov Hagoel）在

聽證會之後說道：「猶太人事務局在維護猶太人的身份和加

強以色列與世界各地猶太社區之間的聯繫方面發揮著關鍵

性的作用。猶太人事務局將繼續維持俄羅斯猶太社區的重

要活動，以確保猶太社區的興盛，並且使之與猶太傳統和

以色列保持聯繫。」 

 



 

週三晚上，以色列政府代表團與總理辦公室、外交部、司

法部和歸回融合部的代表一同前往莫斯科，試圖說服俄羅

斯允許猶太人事務局繼續在俄羅斯當地繼續運作。 

 

 
2022年 7月 28日，俄羅斯政府針對猶太人事務局的聽證會

舉行前，民眾聚集在莫斯科的巴斯曼尼地區法院外。（螢幕

截圖來源：TASS） 

 
以色列外交部發言人說：「由外交部副法律顧問率領的法律

代表團正在莫斯科當地，他們將與相關的官員舉行會議。

同一時間，藉由外交渠道的溝通也將持續進行。」 

 
這名外交部發言人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解決一件

事，也就是使俄羅斯的猶太人事務局能夠繼續他們的重要

工作。」 

 
以色列一直試圖在緩和與俄羅斯的緊張關係。俄羅斯是中



 

東地區扮演著關鍵性角色的主要大國，而俄羅斯對於猶太

人事務局的威脅，動機仍不清楚。 

 
俄羅斯不斷發出曖昧不清的信息，克里姆林宮稱這場爭端

純屬法律問題。俄羅斯外交部還直指以色列長期對莫斯科

採取「無建設性」且「有偏見性」的行為。 

 
有些人認為，莫斯科針對猶太人事務局的行動是對拉皮德

不斷譴責俄羅斯入侵鄰國烏克蘭的回應。 

 

 
2022年 7月 17日總理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圖片左

方）在耶路撒冷總理辦公室主持內閣會議。2021 年 7 月 1

日俄羅斯總統普京（Vladimir Putin）在俄羅斯莫斯科。（左

方照片來源：Abir SULTAN / POOL / AFP。右方照片來源：

Alexei Nikolsky, Sputnik, Kremlin Pool Photo via AP） 

 
週一，出生於莫斯科的以色列政治家、記者和分析師克塞



 

尼亞．斯維特洛娃（Ksenia Svetlova）在接受《以色列時報》

採訪時指出，俄羅斯開始制裁威脅猶太人事務局，時間點

大約落在拉皮德接任總理的時候。 

 

 
記者和政治分析家西尼雅．斯維特洛娃（Ksenia Svetlova）

曾是錫安主義聯盟黨的議員。（照片來源：Miriam 

Alster/Flash90） 

 
《以色列時報》旗下的希伯來語網站 Zman Yisrael的撰稿人

斯維特洛娃表示，在（以色列前總理）班奈特的領導下，

沒有發生這樣的事，在（前總理）納坦雅胡的領導下，也

沒有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看來，現任政府可能做出了什麼

事。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以色列試圖冒險支持基輔，不去與

莫斯科對抗。俄羅斯控制著敘利亞的領空，以色列也在那

裡對自己的敵人進行空襲，主要是針對伊朗和黎巴嫩恐怖



 

組織真主黨（Hezbollah），而最近幾個月，俄羅斯似乎與伊

朗越走越近，伊朗人向俄羅斯提供用於戰爭的武裝無人機。 

 
上個月，俄羅斯當局告訴猶太人事務局，其辦事處可能因

涉嫌違反當地法律而須面臨制裁。起初猶太人事務局的官

員認為這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可以通過談判來達成協議

的。 

 
然而，隨著莫斯科不斷升級局勢，猶太人事務局不得不聯

繫外交部代表進行干預。 

 
俄羅斯關閉猶太人事務局的最終目的尚未明朗。不過，與

過去不同的是，莫斯科尚未明確確定以色列可以採取哪些

措施來改變局勢，或者以色列可以採取哪些具體行動煽動

自己與之對抗。 

 
這場爭端也成為了以色列政治的焦點，反對派領導人納坦

雅胡週二指責他的兩位政治對手拉皮德以及國防部長本尼．

甘茨（Benny Gantz）對以俄關係管理欠佳。 

 
文章來源：TOI 

文章日期：2022/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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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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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事的度日。 

 
箴言 19:21 

人心多有計謀；惟有耶和華的籌算才能立定。 

 
禱告 

求神介入俄羅斯針對猶太人事務局的不實指控，願神的公

義臨到當中，使猶太人事務局能繼續其在俄羅斯幫助猶太

人回歸的工作，也求神給以色列政府智慧處理這次的外交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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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Wechat 公眾号：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华人敬拜中心 

Facebook： 

耶路撒冷全球華

人敬拜中心 

IG： 

canwf_in_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