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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標：以色列公民自台灣回國後不需要居家

隔離 14天 

新聞出處：TOI 

以色列再新增九個安全國家名單，以色列公民自這些國家返

抵國門不需要再居家隔離 14天。新增安全國家名單：台灣、

新加坡、泰國、澳大利亞、烏拉圭、愛爾蘭、挪威、葡萄牙、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以賽亞書 55:9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過你們的意念。 

 

禱告方向： 

➢ 為台灣成為以色列公民返國無需居家隔離 14日的安全國

家名單之一向神獻上感謝。也請繼續為持有台灣護照進

出以色列旅遊沒有任何阻礙禱告，願神憐憫以色列，盡快

止息疫情。在疫情中，以色列全心倚靠神。 

 

2. 主標：以色列南北兩方局勢緊張 

新聞出處：CBN NEWS 

(8/25)上週二晚上黎巴嫩真主黨向以色列國防軍開槍後，週

三以色列戰機隨即攻擊真主黨在黎巴嫩邊界觀察哨。根據以

色列國防軍表示，黎巴嫩這次向靠近上加利利的集體農場開

槍射擊，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反擊槍擊事件，IDF派遣直升機和飛機襲

擊真主黨恐怖組織基地，黎巴嫩沒有人員傷亡。若雙方緊張

情勢加劇，以色列為了保衛人民與國家，將會發射火箭彈與

坦克砲彈。以色列國防軍將保持高度警惕，在必要時確保以

色列的主權和居民的安全。 

 

同時，以色列南部也繼續面臨著襲擊。上週二加薩哈瑪斯恐

怖份子將上百個燃爆汽球送入以色列，引發大火，以色列戰

機上週三凌晨反擊加薩哈瑪斯在沿海飛地的地下基礎設施。 

 

就在一來一往的反擊當中，哈瑪斯高級官員上週一告訴巴勒

斯坦媒體，我們將持續向以色列攻擊直到加薩封鎖解除。自

哈瑪斯於 2007 年取得加薩控制，以色列和埃及一直對加薩

走廊不定時實行封鎖，其目的是為防止真主黨與伊朗向加薩

輸入武器。 

 

然而新冠病毒打了哈瑪斯高級官員一巴掌，使他們閉嘴。就

在加薩確診新冠肺炎病例，並有病患死亡後，加薩進行全面

封鎖。 

 

詩篇 48:7 

神啊，你用東風打破他施的船隻。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南北兩方有從神來的護衛禱告，禱告耶和華沙

龍之名遮蓋以色列北方鄰近黎巴嫩邊境之地與鄰近加薩

的以色列城市地區。 



 

➢ 為 IDF出任務時滿有警醒，不中仇敵的詭計，有神的榮光

成為士兵將領們的後盾；經歷神用東風打破他施船隻的

能力，我們禱告在 IDF反擊行動中有事半功倍的果效。 

 

3. 主標：為以色列南部鄰近加薩邊境居民禱告 

新聞出處：i24News 

縱使卡達付之努力調停戰火，哈瑪斯仍不顧卡達是金援國家

的身份，依然不住地向以色列發送燃爆汽球，甚至上週五早

上從加薩發出六枚火箭彈，所幸未造成以色列任何傷亡。讓

我們繼續為鄰近加薩邊境的以色列城市及社區禱告守望, 能

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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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國防軍出任務滿有神的平安與保護禱告。請為

居住在鄰近加薩邊境的以色列社區禱告，長期聽警鈴聲

與火箭彈破擊砲聲音，造成壓力創傷而導致的創傷後壓

力症的民眾們能適時的得著藥物與心理治療。 

➢ 美國 ICEJ 特別為南地民眾開設一間治療室，求主幫助這

間治療室，使有需要的民眾得著醫治與適宜的診療；當地

猶太百姓有此機會來認識福音。ICEJ在南地贊助支持建造

防空洞，請繼續為此經費奉獻禱告，讓我們繼續能祝福南

地百姓。 



 

4. 主標：九月預計召開中東和平高峰會 

新聞出處：Israel Hayom 

根據阿拉伯外交官告訴媒體，國家元首會議將在九月份波斯

灣的一個酋長國舉行。美國試圖確保巴林，阿曼，摩洛哥，

蘇丹和迦得，以色列和阿聯共同參與。納坦雅胡總理表示，

對於有其他中東與北非的阿拉伯國家跟進與以色列建交，非

常有信心。 

 

詩篇 47:8-9 

神作王治理萬國；神坐在他的聖寶座上。列邦的君王聚集要

作亞伯拉罕之神的民。因為世界的盾牌是屬神的；他為至高！ 

 

禱告方向： 

➢ 為九月份中東和平高峰會禱告，神作王掌權在此會議中，

所有一切的計畫與謀略都在神的手中，求主賜福這些參

與的國家有共同對抗伊朗的心志，並成為祝福三國一律

祝福的器皿。 

➢ 繼續為以色列和埃及並約旦成就神在三國一律中的心意，

都在神的時間表內進行禱告。 

 

5. 主標：Never Again! 

新聞出處：CBN NEWS 

上週二(8/25) 以色列噴射機飛入德國領空，紀念大屠殺期間

被殺害的猶太人和其他受害者。 



 

以色列噴射機與德國飛機在納粹第一個建立的達豪集中營

上空並排飛行，德國空軍司令中將表示，「我很榮幸代表德

國空軍，歡迎以色列空軍創歷史首次進入德國領空。」以色

列空軍司令少將表示，飛越達豪集中營, 象徵著兩國對未來

的承諾。我們銘記過去的黑暗時期，當我們在黑暗谷上空飛

翔，代表我們永遠致力於前方的光明，起誓大屠殺的悲劇永

遠不會再發生。 

 

以賽亞書 53:4-5 

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為他受

責罰，被神擊打苦待了。哪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

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 

 

禱告方向： 

➢ 我們為所有猶太大屠殺倖存者與其家屬禱告，盼望他們

能得著神全備的福音。特別因著在集中營被虐待後而身

患的夢魘與其後代上癮者，求主醫治他們，使他們在神的

愛與醫治裡得釋放與享有平安。 

➢ 為德國與以色列兩國繼續能夠友好禱告，為兩國的教會

興起禱告。願神的真理與自由充滿在以色列與德國中。 

  



 

6. 主標：考古發現古迦南要塞 

新聞出處：CBN NEWS 

以色列古物管理局兩位考古學家 (Saar Ganor)、 (Itamar 

Weissbein)和我們分享，這次發現的戈蘭堡壘使人們看見了

聖經中士師記描述的政治地緣性，有以色列人、迦南人、非

利士人互相爭地打仗的歷史軌跡。這次考古發現的戈蘭堡壘

324 平方公尺，四個角落分別有四座守望塔，挖掘機發現有

一塊巨大的門檻，上面刻有岩石和建築物的入口，有一個院

子，院子裡有石板和圓柱，兩邊有房間，有數百件陶器被發

現，這些碗和杯子都是用於宗教儀式，而這些的古物，使我

們可以暸解古埃及人、迦南人、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曾在

此生活和活動的古老遺蹟，這也使我們可以從肉眼看見神話

語的真實性。戈蘭堡壘將由以色列古物管理局, 和猶太國家

基金會彼此合作，向民眾開放。 

 

詩篇 33:9 

因為他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禱告方向： 

➢ 神的話語真實可畏，我們活在現今時代真為有福，隨著考

古技術愈加新穎，我們也看見古時呈現在我們的眼前，彷

彿舊約士師記開展眼前一般。願更多人看見考古發現，就

有更多想要認識耶穌的心，我們禱告在以色列有更多渴

慕認識真理如考古發現被揭開般，又如公義的苗要生發

出來。 



 

➢ 為許多仍在無花果樹下渴慕神的拿但業禱告，求主吸引

腓力出來，那信主的猶太彌賽亞信徒被主興起發光，成為

快齒打糧的新器具，合神使用帶領更多猶太人回轉歸向

神。 

 

7. 主標：超市新科技 

新聞出處：以色列創新科技報 

到了以色列，來到超市裡，你的喜怒哀樂表情將會一覽無遺

地被捕捉到。現在色列超市設置的錄影監控, 不再僅是防賊，

還能測出消費者購買水果、食物與其他物品時當下的心情，

並且偵測出顧客會比較喜歡哪些通道位置及價格。這項科技

使許多連鎖超市企業，利潤增加了 51.5%，三個月內利潤多

出了 1,270 萬舍克勒。以色列的新創總為人們帶來新的希望

和樂趣。 

 

以弗所書 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過

我們所求所想的。 

 

禱告方向： 

➢ 以色列的新創科技總是為人類帶來祝福，常常使我們驚

嘆神在這個小小的國家猶太民族身上，成就那極美的尊

榮，也藉由以色列使我們看見神的榮耀與榮美。為以色列

創新科技繼續能在各方領域上祝福列國萬民禱告。 

  



 

希伯來文伯大尼真正涵義 

翻譯：豐盛 | 校稿: 台灣 ICEJ | 編審：雲嵐牧師 

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伯大尼的真正涵義 

真正謙卑之地 

對許多人來說，伯大尼這個名字相當熟悉。有些人是因為認

識一位名叫伯大尼的人。其他人知道伯大尼，是因為它是聖

經中曾經提到的一個著名地方的名字。但是您知道這個神聖

名字的真正涵義嗎？ 

 

兩個伯大尼 

事實上，伯大尼是福音書中兩個不同地方的名字。第一個地

方是「在約旦河外的伯大尼」。這是一條河流流經的地點，

耶穌在開始公眾服事之前，就是在這裡接受約翰的洗禮(約翰

福音 1：28)。第二個地方是在橄欖山頂上的村莊。這裡是馬

利亞和馬大的故鄉，在耶穌生命的最後一週，耶穌將這裡當

作祂在耶路撒冷的總部(馬可福音 11：1)。 

 

 

受苦之家 

伯大尼這個字 (Bethany) 是來自兩個希伯來文字詞：Beit-

Anya( עניה בית  )，意思是「窮人的房子」。這對於耶穌身為傳

教者生涯的起始與終點是最適合的名字了。首先，耶穌在約

翰面前謙卑自己，在升高之前先降為卑。 



 

最後，當該地區各地都聽聞耶穌之後，祂再次放下身段，選

擇在卑微環境下生活，而不是居住在彌賽亞的宮殿內, 這是

真正的謙卑。 

 

找出希伯來文字根 

大家都知道耶穌經常與痲瘋病人和社會邊緣人在一起，因此

耶穌會選擇在這兩個受苦之家過極簡生活，可能就不足為奇

了。令人訝異的是，從希伯來文 Beit-Anya的名字中就隱藏這

樣的線索，希伯來文能強化您對這些深層關聯線索的解讀能

力。歡迎您繼續鎖定台灣 ICEJ每週與您分享聖經中希伯來文

字根之意，讓希伯來文字根顯明經文的真正涵義。 

 

以弗所書 2:19 

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同國，是神家裏的

人了。 

 

禱告方向： 

➢ 因著耶穌使我們這原本貧窮的成為富足，軟弱的成為剛

強。為創始成終的耶穌復活生命成就在個人的生命中，滿

有基督馨香之氣禱告。 

➢ 為華人成為被神使用祝福三國一律的器皿禱告，神恩待

華人更多地自卑親近神，有著通達時務的領悟，祝福主預

備再回來的道路。 

 

 

  



 

以色列感謝 ICEJ 40年來 

支持了共 16萬人回歸 
 

翻譯：豐盛 | 校稿: 台灣 ICEJ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Anastasiya Gooding / ICEJ NEWS 

 

基督徒在大批猶太回歸潮中扮演的角色 

 

 

ICEJ自從 1980年成立以來，已經協助將近 16萬猶太人回歸

以色列，成為阿利亞(Aliyah)。這表示過去四十年來，有超過

10%的猶太人因著 ICEJ 的支持踏上歸途，返回以色列，他們

分別來自北方、南方、東方和西方，正如聖經所應許的。 

 

猶太回歸工作有很大程度是靠著與以色列猶太事務局 

(Jewish Agency) 密切合作共同完成的。 



 

以色列猶太事務局是獨特的半官方機構，甚至在 1948 年以

色列獨立建國之前，就負責監督猶太人移居以色列地 (Land 

of Israel) 的事務。上週以色列猶太事務局 (JAFI) 主席艾薩

克·赫爾佐格 (Isaac Herzog) 在辦公室接待 ICEJ 總裁猶根布

勒 (Jürgen Bühler) 博士，討論該機構的歷史以及與基督徒之

間的合作關係，為要協助猶太人回到他們列祖的土地。 

 

赫爾佐格談到，實際上是國際聯盟 (League of Nations) 在

1922年要求建立「猶太事務機構」(Jewish Agency) 來協助保

護猶太家園。這個機構代表居住在以色列土地上以及仍在海

外猶太人在以色列地 (Land of Israel) 的權益。 

 

赫爾佐格解釋道：「我們已經帶了將近 400萬名猶太回歸新

移民返回故鄉。去年，我們從 45個國家中帶回 35,000人。

今年由於新冠病毒大流行，我們只能從大約 25 個國家已帶

回 3,500 人。然而，猶太人回歸的腳步仍在持續進行，而這

就是我們主要的使命。」 

 

布勒博士表示：「這很有趣，因為我們今年贊助了 1,350 名

猶太移民的班機，所以是佔了 2020 年超過三分之一以上的

新移民。」 

 

赫爾佐格回答：「我很看重您們 ICEJ完成的偉大工作，感謝

您們！」 

 



 

赫爾佐格強調，要實現先知對猶太人的預言，就是他們必回

歸自己古老的家園，就必須與 ICEJ和其他基督教團體進行策

略合作。 

 

赫爾佐格表示：「我相信基督教世界在實現聖經預言的事上

扮演重要的角色。我們非常感謝基督徒的善心，願意支持我

們的想法，召聚流亡各地的猶太百姓，將猶太人帶回到自己

的古老家園。」 

 

赫爾佐格補充道，基督徒的援助較以往任何時候都來的重要，

因為猶太事務局預估，未來將會有一波猶太人大量回歸的浪

潮。事實上，隨著新冠病毒危機逐步趨緩，未來三到五年內，

預計將有 25萬名猶太人移居以色列。 

 

赫爾佐格表示：「從今年初開始，我們就收到將近 10萬通詢

問猶太人回歸的電話。對猶太人回歸的詢問度增加了 400%，

其中大部分來自北美地區，而且世界各地想要回歸以色列的

申請也在增加中。我們正在與以色列政府合作，希望完成未

來五年的國家計劃以因應這項挑戰。」 

 

赫爾佐格描述，為何他認為基督徒會在召聚猶太流亡者的事

上扮演重要角色，這個想法直接來自聖經經文。先知以賽亞

的確預見這個日子到來，就是上帝將「向列國舉手」，而且

要「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以賽亞

書 49：22-23) 

 



 

神的確邀請我們在以色列現代復興時刻與祂同工，這也是

ICEJ 成立自今這四十年來一貫的核心使命。即使在新冠病毒

危機時刻，這項工作仍未停歇，我們依然每週帶著猶太人回

到以色列。因此我們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每月拯救 250位猶

太人回歸(Rescue250)」活動，參與在這項先知性事工。 

 

每月拯救 250位猶太人回歸(Rescue250)活動是針對全球各地

支持以色列的基督徒所發出的挑戰，希望能與 ICEJ合作，維

持目前的回歸人數，每個月至少讓 250名猶太人搭機回到以

色列。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的緣故，全球大多數地區的旅行都

已暫停，因此這些「撤僑班機」能夠帶著陷入絕境的猶太人

返回以色列。當中有許多人都已辭掉工作，搬離公寓住處，

期盼回到以色列；然而新冠病毒疫情的衝擊，讓他們陷入困

境。因此這不只是先知性的使命，更是人道救援工作。我們

邀請您慷慨奉獻，為他們提供協助，讓他們盡快回到以色列。 

 

新聞日期：2020/08/25 

 

 

刻不容緩．現在就加入 Rescue 250活動 

 

為猶太人回歸線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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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9:22-23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們

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列王必作你

的養父；王后必作你的乳母。他們必將臉伏地，向你下拜，

並舔你腳上的塵土。你便知道我是耶和華；等候我的必不致

羞愧。 

 

禱告方向： 

➢ 為現今仍流散在外的猶太人回歸禱告，神感動他們願意

離開舒適圈回歸以色列。為新移民禱告，重新學習新語言

與新文化當中，有夠用的恩典。 

➢ 為此刻華人興起禱告，領受神以永遠的愛來吸引以色列

的心，並祝福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在以色列這塊地土上與

主的合一禱告。 

 

 
感謝 ICEJ與台灣 ICEJ贊助支持我們在疫情期間回歸故土的檢疫費用與機票費

用，終於回歸以色列，開啟我們家庭在以色列的生活。(Photo Credit: ICEJ) 



 

Olim前進之路 

翻譯：豐盛 | 校稿：台灣 ICEJ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Laurina Driesse / ICEJ NEWS 

 

協助猶太移民找到前進的路 

ICEJ贊助猶太移民的專業導師服務 

 

 

在反猶主義和經濟不確定性不斷升高的時代，提供猶太人回

歸以色列 成為阿利亞(Aliyah)的機會較以往任何時候都來的

重要。不過，以色列本身也正面臨高失業率以及其他經濟困

境。許多以色列的家庭都因為冠狀病毒健康管制措施，而感

到日子不好過，尤其是剛在以色列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家庭。 

 



 

有移居國外經驗的人都曉得，要成功融入一個新的國家通常

需要幾個月，甚至是數年的時間。通常移民家庭需要穩定的

支持力量，協助他們克服種種障礙，有些障礙可能來自家庭

內部。考量到這個現實，ICEJ不只是把猶太人帶回到以色列，

也協助這些移民能夠在這片土地上安身立命。為此，ICEJ 也

贊助專業的導師(Mentor)服務，目前為剛到以色列頭幾年的

數十個移民家庭提供諮詢。事實證明，導師制度對於在這段

不穩定時期剛抵達的家庭來說尤其重要。 

 

ICEJ 慈惠和回歸事工部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解釋

道：「移民來到以色列通常沒有家人在身邊，社工人員也很

少來電關心。如果我們贊助的這些導師不提供協助，他們就

求助無門，而導師是全職的工作！」 

 

對於大衛和漢娜以及兩名孩子來說，在以色列生活並不容易。

漢娜因為居留問題遭到官僚體系刁難，仍無法在以色列合法

工作。不幸的是，一家人只能靠一份薪水過活，逐漸債臺高

築，這家人發現自己的財務每下愈況。結果，他們存在銀行

帳戶的錢都用來償還債務，整個家庭陷入困境。大衛找到一

份糖果工廠的工作，願意直接支付他現金。但通勤距離長，

表示他得在凌晨 4點出門，然後每天工作 10到 12個小時，

但每個月收入只有 7,500舍克勒(折合台幣約 6萬 5千元)註一。

對大衛和漢娜來說，加入 ICEJ贊助的新移民導師計劃能夠協

助他們脫困。 

 

  



 

註一 

以色列消費高，民生基本消費對於台灣來說大約高出 2 倍。

因此，這樣的薪水是不夠負擔一個家庭的開銷。 

 

事實上，大衛希望能在家附近的露天市場工作，但薪水要用

現金支付。他的導師建議大衛先完成債務協商，讓他重新開

通銀行帳戶。這件事完成後，接著大衛又有另一項嶄獲，令

他雀躍不已。他得到一份在家附近上班的工作，薪水更高，

而且工作時間也減少了！ 

 

同時，由於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漢娜必須待在家中陪伴孩子，

因此不得不擱置找工作的計劃。不過目前有社工參與協助，

希望外在情況也能盡快改善。這個家庭獲得的支持確實改善

了他們的生活。雖然大衛有時為了得著更多收入，需要額外

工作一天。但能離家更近，讓他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另外一個案例，艾薇塔(Avital)最近才剛到以色列，在導師提

供協助之前，她是個身心俱疲的女子。在經歷痛苦又繁複的

離婚手續後，她發現自己成了帶著三名孩子的單親媽媽。雖

然法院判定父親要提供子女撫養費，但這名父親拒絕履行。

艾薇塔擔心前夫不願與孩子有任何瓜葛，因此不敢繼續要求。

除了她必須獨自養家之外，她還跟自己的母親和姊妹關係緊

張。 

 

儘管如此，她的導師蓓特-愛爾 (Bat-El) 很快就發現，在艾薇

塔有孩子之前，曾在化妝品業工作。她對之前的工作抱有美

好回憶，顯然這是她心目中的理想工作。 



 

不過艾薇塔對創業一無所知，有導師一路指導她，給她信心，

讓她開始相信夢想必能成真。艾薇塔收到一台捐贈的電腦，

讓她能夠開始擬訂業務計劃。同時在業務上軌道之前，她還

需要找一份臨時工作。 

 

此外，艾薇塔現在知道如何平衡預算收支和閱讀銀行對帳單。

在導師的指導下，讓她得以減輕保險費和銀行手續費。她的

自尊心因此大為提高，現在艾薇塔學會主動出擊以滿足自己

的需求，例如購買二手沙發，以及主動寫信給社會住宅公司，

要求更高的租金津貼。現在，她瞭解到父親需要擔負起養育

孩子的責任，在持續跟進之後，她現在已經收到子女撫養費。

此外，與母親和姐妹的關係也在逐步改善中。 

 

新冠病毒危機讓許多人失業或是陷入低度就業，而且他們求

助無門。儘管如此，蓓特-愛爾對 ICEJ慈惠事工表示：「儘管

面對挑戰，但找到前進的路就格外重要。我們知道，這次危

機在好轉之前，可能還會更糟。這樣的壓力讓許多家庭出現

更多問題，多數家庭需要的是基本協助。我們會讓他們問問

題，嘗試引導他們前進。他們需要協助發展技能並增加工作

的機會。」 

 

您的奉獻確保像這樣剛來到以色列的移民家庭，在新國度面

對困難時，不至於單打獨鬥。我們可以攜手合作，為他們安

排一個人，陪伴他們走過在以色列安頓過程中要面對的諸多

挑戰。 

 

新聞日期：2020/08/21 



 

今天就為 ICEJ的猶太回歸事工和融入社會工作給予奉獻。 

 

參與猶太人回歸奉獻 

 

以賽亞書 49:15-16 

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

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

牆垣常在我眼前。 

 

禱告方向： 

➢ 為貧困中的猶太新移民禱告，求主使他們在困難中得著

基督徒的幫助，並知曉是上帝堅定的愛向他們彰顯的表

明，為能夠幫助這些新移民的主內同工們禱告，神使他們

作光作鹽成為 Olim眼前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 為 ICEJ 與其他基督教幫助猶太新移民的機構向主獻上感

謝，求主幫助所有幫助新移民與猶太回歸的基督教機構

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們所做的能夠成為許多阿利亞美

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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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以色列與中東相關國家的關係 

 

翻譯：豐盛 | 校稿：台灣 ICEJ | 編審：雲嵐牧師 

作者：大衛．帕森斯牧師 副總裁兼媒體資深發言人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中東地區的突破！ 

 

緊接著上週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簡稱 UAE，阿聯)取

得外交突破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剛結束在中

東地區的旋風式訪問，希望讓其他阿拉伯國家同意與以色列

關係正常化，願意迅速加入《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 

。 

 

雖然這次行程並沒有取得立即性的成果，但很明顯，該地區

幾個前宿敵國家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在升溫。部分原因是因為

伊朗迫在眉睫的威脅，但也因為遜尼派阿拉伯社會內部正發

生文化上的變化。 

 



 

在上週五的評論中《以色列與阿聯之間達成協議是該地區真

正的突破？》，我們開始闡述阿聯為何決定打破固有圈子，

並公開與以色列建立直接關係的潛在原因，以及這當中的利

弊得失。這是一項歷史性的發展，因為阿聯是繼埃及與約旦

之後，第三個與以色列建立正式關係的阿拉伯國家。我們也

觀察到為何是阿聯邁出這樣大膽的一步，以及下一個國家會

是誰？以下是關於中東重要事態發展的更多思考。 

 

只需要看一下該地區的地圖，就可以理解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為何會與以色列簽訂和平協議。阿聯位在距離伊朗僅 35.42

公里(22 英哩)的水域，因此面對德黑蘭的核武威脅與區域野

心下，他們更覺得脆弱。因為存在這樣的威脅，六年前，他

們就向美國五角大廈要求購買先進的 F35新型隱形戰機。與

以色列維持和平關係，將可大幅提高獲得美國批准的可能性。

以色列可能無法完全阻止這項交易，但預期他們將可獲得其

他先進的軍事硬體設備和技術作為補償，確保以色列維持在

該地區凌駕其他軍事國家的質量優勢。 

 

其次，阿聯本地出生的公民僅佔該國總人口的 11%。這個石

油資源蘊藏豐富的國家從 200多個國家引進勞工，其中包括

來自印度和菲律賓的龐大勞工代表，當中有許多人信奉基督

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因此，與大多數阿拉伯和穆斯林占

多數的國家不同，阿聯本地人對這些外來者非常寬容，允許

他們從事宗教活動。因此，阿聯當地有許多教堂，甚至是幾

間猶太會堂來為日益增長的猶太社區服務。 

 



 

 

 

事實上，去年阿聯就歡迎教宗來到阿布達比 (Abu Dhabi)，教

宗在當地為該國數萬名天主教徒舉辦大規模的公眾彌撒。阿

聯還將 2019年訂為「寬容年」(Year of Tolerance)，國內酋長

還批准了亞伯拉罕家族之屋(Abrahamic Family House)的計劃，

這是一個獨特且宏偉的建築群，其中將包括一座清真寺、教

堂和猶太會堂，所有人和諧地生活在一起。這個概念來自一

個稱為「促進人類兄弟情誼高層委員會」(Higher Committee 

of Human Fraternity)的跨宗教神職人員團體。因此，阿聯現在

似乎非常具有普世精神。 

 

阿聯還希望該國經濟能夠多元發展，從石油出口轉向高科技，

自然就成為以色列的合作夥伴。最後，阿聯一直標榜，要讓

杜拜和阿布達比成為全球新興社會中連結東西方的繁華樞

紐，因此持續非理性地仇恨以色列並不符合該國想要營造的

未來主義形象。 

 



 

但之後還有其他哪些阿拉伯國家可能與以色列達成和平協

議？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本週訪問該地區最有可能簽訂協議的幾

個國家，包括摩洛哥、蘇丹 (Sudan)、巴林 (Bahrain) 和阿曼 

(Oman)。雖然無功而返，沒能帶回另一座外交獎盃，成為川

普總統競選連任的助力，但還是有理由相信，很快就會出現

新的進展。 

 

阿曼似乎是最有可能加入以色列和平陣營的下一個阿拉伯

國家。他們是最早高調讚揚鄰國簽署的協議。過去數十年來，

阿曼曾接待過三位以色列現任總理，從 1990 年代的拉賓

(Yitzhak Rabin)和裴瑞斯 (Shimon Peres)，到最近的納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他們與以色列維持廣泛的貿易關係與

其他互動關係。但他們現在仍有所保留，或許是想看阿聯能

從協議中獲得什麼好處，或是在等川普是否能再次連任。 

 

巴林也被視為主要的可能國家，但目前受到國內微妙政治局

勢的牽制。由於執政的遜尼派阿拉伯人在自己國家是少數，

目前面臨什葉派 (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多數帶來的動亂 

，這些人受到伊朗的影響。幾年前，在阿拉伯之春起義期間，

什葉派發動大規模抗議活動，反對巴林國王，迫使沙烏地阿

拉伯派遣軍隊，越過將近有 26公里(16英里)長的堤道，拯救

巴林國王免於遭推翻的命運。 

 

沙烏地阿拉伯無疑已開始對世界更加開放，他們也與以色列

展開秘密聯繫。 



 

但作為聖城麥加(Mecca)和遜尼派主流傳統的守護者，家族統

治會在這兩條路上緩慢前進；如同冰河般的變化確實正在發

生。正如王儲穆罕默德·本·沙爾曼 (Mohammed bin Salman) 

所反映的改革，沙烏地阿拉伯年輕一代可以上網，而且對西

方影響較為開放。現在他們可以看電影，這在兩三年前是完

全禁止。婦女現在不用人陪同也可以開車、旅行和參與體育

活動。而且沙國與以色列的關係也有升溫跡象；例如，沙烏

地阿拉伯現在允許以色列商業航班越過該國領土前往印度，

但這還需要時間。目前沙烏地阿拉伯仍堅持 2002 年所提的

阿拉伯和平倡議(Arab Peace Initiative)，要求巴勒斯坦建國後，

以色列才能夠與利雅德(Riyadh)的關係正常化。 

 

蘇丹也一直對以色列發出有意和解的信號，但該國仍處在脫

離激進穆斯林獨裁統治的脆弱過渡時期，而且這個過渡委員

會中仍有不少反以色列人士。此外，他們對以色列示好似乎

純粹只想從華盛頓撈得好處，包括免除債務和解除制裁。 

 

最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摩洛哥停留期間，希望誘勸該國

國王與以色列達成協議。摩洛哥曾擁有龐大的猶太社區，對

這個國家貢獻良多，這樣的遺產在當地仍受到一定程度的尊

重。摩洛哥曾接待過以色列首長，相較於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的多數成員，摩洛哥對以色列表現較少的敵意。但該

國仍有拒絕承認以色列的伊斯蘭反對派人士，像現任總理就

是現在由土耳其領導的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 

Movement)其運動成員之一。一些分析家也表示，摩洛哥首

都拉巴特(Rabat)可能希望美國與以色列承認其在西撒哈拉

沙漠的主權，作為與耶路撒冷達成任何協議的條件。 



 

同時，還需要考慮到土耳其、伊朗以及巴勒斯坦人，他們對

以色列與阿聯簽訂關係正常化協議表示強烈反對。他們正竭

盡所能阻止其他國家與以色列締結和平協議。 

 

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之間的和平進程從來就不容易。但川普

政府團隊已獲得歷史性突破，預料將會出現更多進展。但川

普總統需要在今年 11 月當選連任，才能繼續維持當前的外

交發展局勢。 

 

撰文日期：2020/08/28 

 

帖撒羅尼迦前書 5:5-6 

你們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晝之子。我們不是屬黑夜的，也

不是屬幽暗的。所以我們不要睡覺像別人一樣，總要警醒謹

守。 

 

禱告方向： 

➢ 願主藉由此篇文章對教會說話，為著現今詭譎多變的局

勢禱告，在對的時間發生合神心意的事，為以色列平安守

望。 

➢ 現今是悅納時刻，為猶太人救恩禱告，有更多人回轉悔改

信主，並成為主耶穌基督的精兵。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簡稱 台灣 ICEJ)，是 ICE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全球第一個華人分部，於

2012年正式在台灣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其前身為台灣辦事處，於 2004

年起致力於連結華人眾教會，並分享以色列異象，以禱告和奉獻支持

祝福以色列; 每年以奉獻支持關懷猶太人的歸回及慈惠事工、並帶領

華人團體上耶路撒冷守住棚節、且每週傳遞以色列當地時事現況及代

禱消息給眾教會。更多認識我們或希望收到每週消息，請來信。 

 

 

E-mail：icej.taiwan@icej.org.tw  

官網：https://www.icej.org.tw  

 

認識台灣 ICEJ 

line@： 

台灣 ICEJ 

wechat 公眾号： 

ICEJ 圣城资讯网 

Facebook： 

ICEJ Taiwan 華語 

IG： 

icej.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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