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政局放大鏡 
 

新聞出處：The Times Of Israel | 新聞日期：2020/3/5 

 

利柏曼可能會推舉甘茨成為以國總理，支持法案讓納坦雅

胡無法行使組閣權 

 
在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Yisrael Beiteinu）支持下，甘茨將獲

得比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更多的國會議員支持；推動法

案使日後有國會議員在面臨起訴後—如納坦雅胡，無法繼續領導政府，

此法案將獲得多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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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9 日，以色

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

（Yisrael Beytenu）主席

利柏曼於特拉維夫的記

者會上發表談話。 

(Tomer Neuberg/Flash90) 



根據希伯來文媒體在週四（3/5）報導，利柏曼所屬的以色列是我們的

家園政黨（Yisrael Beytenu），表態將向以色列總統魯文．里夫林

（Reuven Rivlin）推薦，由藍白政黨（Blue and White）黨魁甘茨負責

籌組政府，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並未證實或否認這項傳聞。 

 

有了利柏曼的支持，甘茨將如虎添翼，獲得比納坦雅胡更多的推薦，

讓里夫林對於該授權哪位政治人物，取得優先組閣權，增添變數。 

 

雖然週一（3/2）的以色列國會大選中，沒有任何一個政黨取得絕對多

數，但納坦雅胡獲得 58 位國會議員的支持，而他所屬的利庫德黨

（Likud）也是國會最大黨。不過，如若利柏曼和整個主要阿拉伯聯合

名單政黨（Joint List）都推薦甘茨組閣，甘茨將獲得 62 位議員的支

持。即使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中的全國民主聯盟（Balad）的三個席次

發生去年九月的情況，選擇不支持甘茨，但藍白政黨主席甘茨仍將可

獲得 59 名議員的支持。 

 

截至周四晚上（3/5）為止，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獲得的 15 席，是否

會比照去年 9 月大選的做法為甘茨背書，或是選擇棄權，仍是未知

數。去年九月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也拒絕為任何一名總理候選人

背書。最近幾週，甘茨與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的關係交惡，因為甘茨

斷然表態，不會為了組成國會多數的聯合政府，尋求阿拉伯聯合名單

的支持。不過，如今看來，仍將有變數。 

 

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發言人拒絕對這些報導表示意見，也拒絕證

實或否認該黨是否會向總統舉薦甘茨成為以國總理。 

 



 
2020 年 3 月 4 日，納坦雅胡總理於以色列大選結果出爐後，會見右翼政黨領袖，

納坦雅胡的利庫德政黨以 36 席次領先，讓他有權試著籌組下一屆的以色列政

府。(Yonatan Sindel/Flash90) 

 

根據以色列國土報每日報導，利柏曼支持甘茨的動作，是為了讓藍白

政黨掌握以色列國會議長寶座，並讓反對黨能夠推動立法，讓面臨刑

事指控的國會議員無法組閣；實際上，就是為了讓納坦雅胡無法行使

組閣權。利柏曼所屬的政黨在周四（3/5）稍早宣布，將支持藍白政黨

推動法案，甘茨所屬的藍白政黨也表示，希望將利庫德政黨的國會議

長尤利·埃德爾斯坦（Yuli Edelstein）趕下台，讓法案得以順利通過。 

 

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在周四（3/5）稍早舉行的派系會議中，發

表一項聲明表示，他們已決定「推動兩項立法」：第一項立法將限縮

總理任期為兩任；第二項立法是防止遭起訴的國會議員進行組閣。 

 

這次的立法完全針對納坦雅胡而來，他曾任職四任總理，而且因收賄、

詐欺、背信三項罪名遭到起訴，他被審的案件將於 3 月 17 日開庭

審理。 

 



根據媒體報導，利柏曼在週四（3/5）的內部諮詢會議中表示：「這是

第一道考驗，現在我們就隨這些事情的發展來靜觀其變，有一件事可

以確定，我們不會讓納坦雅胡進到第四次選舉。我們的目標是盡快籌

組新政府，讓納坦雅胡下台一鞠躬。」 

 

「甚至是聯合黨的國會議員都跟我說，這項做法方向完全正確。」他

們希望看到納坦雅胡結束任期，搬離位於耶路撒冷貝爾福街上的總理

官邸。」 

 

2019 年 9 月 17 日第二次國會選舉日當天，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主席利柏曼巡視特

拉維夫位在薩羅納（Sarona）市場內的購物中心。(Miriam Alster/Flash90) 

 

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政黨將與藍白政黨、以色列工黨（Labor）—橋樑

黨（Gesher）— 梅雷茲黨（Meretz），以及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的國

會議員一同支持立法，阻止納坦雅胡籌組聯合政府，如果這四個政黨

的所有成員都支持這項立法，就可以獲得 62 張贊成票，取得多數通

過這項法案。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7%91%9F%C2%B7%E8%B2%9D%E7%88%BE%E7%A6%8F


納坦雅胡在周四（3/5）指控甘茨和利柏曼，這項立法是在和數百萬選

民唱反調，他表示：「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應

該好好跟他們學習，即使是伊朗的表現都不致這麼離譜。」 

 

藍白政黨確定將透過立法，以納坦雅胡將面對司法審判為由，阻止

他擔任以色列總理職務。納坦雅胡於周三（3/4）指控甘茨破壞民主

制度，和公眾意願唱反調。 

 

在支持納坦雅胡的右翼派系會議中，納坦雅胡在一開始就表示：「甘

茨失掉選舉，現在他打算竊取選舉結果。」在週一大選中，接近最終

計票結果的數據顯示，納坦雅胡陣營獲得 58 席次，距離以色列國會

多數尚缺 3 席次，反對納坦雅胡的陣營則有 62 席次。 

 

去年 9 月大選後，甘茨也曾提出類似立法，但當時遭到利柏曼的否

決。 

 

 
2020 年 3 月 2 日，藍白政黨主席甘茨於選舉日當天，在以色列北部最大的購物

商場，海法的大峽谷購物中心 （Grand Canyon Mall）從事競選活動。(Flash90) 



納坦雅胡表示：「人民清楚展現意志，國家猶太復國主義者（Zionist）

陣營囊括了 58 席，左派錫安主義陣營獲得了 47 席。」其中以色列

是我們的家園政黨隸屬左派政黨，但排除主要的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

和其贏得的 15 席，也就表示，這些政黨支持者不屬於以色列全體人

民。納坦雅胡補充道：「我和眾多朋友，以及數百萬支持我們的選民，

會努力不讓這事發生。」 

 

於此同時，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艾曼．奧德（Ayman Odeh）於推特表

示：「納坦雅胡認同所謂的民主，不包括他遭起訴的三項罪名，還有

攔阻他的第三度組閣。」 

 

國會法律顧問伊農（Eyal Yinon）於周三（3/4）表示，除非新任議會

成員宣誓就職，不然就無法通過法案。據報導，藍白政黨計畫在以色

列新科國會議員宣示就職之後，就會提交立法草案。 

 

在超過 99% 的選票已計票完成後，利庫德政黨與聯盟的宗教政黨一

共獲得 58 席次，支持納坦雅胡的右翼宗教陣營，包括利庫德黨、沙

斯黨（Shas）、聯合妥拉猶太教黨（United Torah Judaism，UTJ）和聯

合右翼黨（Yamina），未達到籌組政府所需的 61 席，而對手陣營對

於取得下一屆國會多數，已有十足的把握。雖然以色列中央選舉委員

會（Central Election Committee）已在周四（3/5）確認選舉結果正確，

但這些數據仍未獲得官方核准。 

 

根據希伯來語媒體報導，類似於藍白政黨所推動的立法，使面臨起訴

的總理被迫下台的法案，其實早在 2008 年納坦雅胡自己就曾提出過，

因當時的以色列總理艾胡德．歐麥特（Ehud Olmert）正面臨貪污指控，

法案當時並未通過，因為歐麥特在提起訴訟之前，就已先辭職下台。 

 



 
2019 年 9 月 22 日，阿拉伯聯合名單政黨主席奧德（Ayman Odeh）在以色列

國會，與該黨成員舉行會議。(Yonatan Sindel/Flash90) 

 

 

要通過立法，阻止面臨刑事訴訟的國會議員就任總理，目前尚不清楚

這樣的計畫在技術上是否可行。有些觀察家主張，在政府過渡期間，

國會成員私下擬定的非政府立法草案，是無法提交國會審查。 

 

藍白政黨顯然相信這個做法可行，他們認為，這與去年利庫德黨提出

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的做法，並沒有什麼不同。 

 

箴言 8:16-17 

帝王藉我坐國位；君王藉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領，世上一切的審判官，

都是藉我掌權。愛我的，我也愛他；懇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見。 

 

提摩太前書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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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好的，

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以色列國內政局繼續不住地來到祢面前禱告尋

求祢，我們不僅為著萬人懇求禱告代求與祝謝；更是為著君王和一切

在位的也是如此，以色列如今已經結束同一屆的第三次國會選舉，許

多分析解剖，似乎國內情勢醞釀著要進行第四次國會選舉，然而我們

要說帝王藉祢坐國位，君王藉祢定公平。王子和首領，並世上一切的

審判官，都是藉祢所掌權。天父，求祢在以色列政局中作王掌權，選

出一位合祢心意的君王首領，來帶領以色列國家往前邁進，在祢預定

的計畫中，無論是在猶太百姓與阿拉伯百姓當中，在土地或傳承或擴

張之中有從神來的公平，照顧寄居軟弱者，最重要的是，你藉由華人

在以色列國家當中所延展的服事工作，天父，願祢賜福那尋求祢面者，

深知祢心，那愛祢、遵行祢旨意者，祢必也愛他。願這些時候，無論

在政局不明朗且有動盪之際，甚或病毒蔓延，我們要說，祢是在以色

列作王掌權的神，祢必興起許多在以色列當中的猶太新婦，不僅靠著

耶穌堵住破口，並為城市與國家不住禱告。那懇切尋求祢的，必尋得

見。禱告奉靠主耶穌聖名，阿們。 

 

 
攝於糞廠門往聖殿山之路。(Credit: CANWF) 

 



以色列軍方應對新冠狀病毒 

 

新聞出處：The Times Of Israel | 新聞日期：2020/3/5 

 

以色列國防軍（IDF）禁止部隊出國旅行，並考慮採取進一步

應對病毒的措施 

 

由於以色列衛生部發布了更嚴格的限制措施，以遏制疾病的傳播，軍

方取消了以色列境內和境外的所有國際演習 

 

 

 
2020 年 2 月 26 日，一名紅大衛盾會（Magen David Adom）的醫護人員穿著防護

服，站在距離特拉維夫 11 公里的奧諾村（Kiryat Ono）特別緊急呼叫中心外，準

備好防範冠狀病毒。(Flash90) 

 

以色列國防軍周四表示，有鑒於考量對冠狀病毒（COVID-19）的擴散，

禁止所有士兵出國旅行，並取消所有國際演習。國防軍發言人希代．

齊爾伯曼（Hidai Zilberman）告訴記者，此措施以及其他仍在進行中

的措施，旨在「確保國防軍的健康並防止造成傷害」。 



齊爾伯曼表示，軍方正在與衛生部密切合作，並遵守其指示，在某些

情況下甚至比官方要求的還要嚴格。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一名以色列國防軍士兵被診斷出患有冠狀病毒，

而數百人因前往疫情高的國家，或與感染者接觸而被隔離。 

 

軍方已準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以色列國防軍正常運作，預防該

疾病在內部傳播，並且協助國家採取因應措施。發言人表示，「如果

一名士兵感染了新型冠狀病毒，並接觸了其他同袍，我們就必須隔離

檢疫該同袍，這就是我們必須要做的事。」 

 

2020 年 3 月 4 日，一對戴著防護式口罩的年輕夫婦抵達本古里安機場時受到家人朋友

歡迎。(Emmanuel DUNAND / AFP) 

 

軍方發言人表示，國際旅行限制將於星期五中午開始生效「已在 3/6

週五中午生效」，並適用於徵召入伍者和職業軍人。對於一些需要出

國執行特定任務，或因緊急醫療或家庭因素而需要離開該國的部隊，

軍方委員會可以逐案允許這些例外案件。所有國際演習（以色列國防

軍參與的國際演習，以及在以色列境內進行的演習）都已被取消，但

依個別情況而定，可能會有所例外。 



以色列國防軍副參謀長艾爾．扎米爾（Eyal Zamir）的任務是領導軍方

應對新型冠狀病毒，並協同各單位，負責國際關係；軍方醫療團；以

及指揮地區司令部，這是為了使平民百姓做好應對衝突或災難的準備，

在危機期間為民眾提供幫助，並為危機後的重建做出貢獻專門指揮負

責民防的家鄉戰線司令部（Home Front Command），一起防疫。 

 

 

 

2020 年 3 月 4 日，位於圖正中間的國防部長拿弗他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

會晤以色列國防軍副參謀長扎米爾（Eyal Zamir）和其他國家安全高級官員。 

 

 

上週四（3/5），國防部長班奈特與包括副參謀長扎米爾在內的以色列

國防軍高級官員，和其他國家安全官員舉行會議，與會中討論，如果

病毒繼續蔓延，政府將如何應對。 

 

國防軍發言人齊爾伯曼表示，軍方於週四晚上（3/5）進行另一次局勢

評估，以討論為遏制病毒傳播而準備採取的一系列步驟。 

 

 



在本次高級別會議期間，軍官將考慮對執行指揮中心和總部發布更嚴

格的命令，以限制經常在人煙稠密的地點進行接觸；限制會議和儀式

的舉行；限制部隊訓練；購買專業設備；並要求人們在進入軍事基地

之前填寫一份檢疫調查表。 

 

發言人表示，國防軍試圖透過每天兩次在其網站上發布信息來公開所

做的努力。 

 

週三晚上（3/4），以色列國防軍取消了兩年一度的「杜松眼鏡蛇」

（Juniper Cobra）聯合軍演展開，此演習是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為期五

天的聯合軍事演習，由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美國和以色列士兵參加，

這項演習旨在加強美以軍事合作，重點防禦地區威脅與伊朗攻擊，促

進長期安全。 

 

 

美國和以色列士兵參加 2020 年 3 月在以色列舉行兩年一次的「杜松眼鏡蛇」防空演習。

(Israel Defense Forces) 

 

以色列軍方還宣布，由於衛生部對出國旅行的限制，以色列國防軍參

謀長阿維夫·科哈維（Aviv Kohavi）推遲了原定的美國之旅。 



新型冠狀病毒於去年年底在中國爆發後，儘管 81 個國家和地區已報

告病例，我們看見至今全球超過 119,000 多人被感染，並超過 4,000

多人死亡，其中大多數在中國、意大利和伊朗。迄今為止，以色列

已有 75 人（根據 3/11 日中午截止）被診斷出患有新型冠狀病毒，

並且已有超過 7 萬人遭到隔離。巴勒斯坦則是 29 位（根據 3/11 日

中午截止）。 

 

詩篇 91:4-10 

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誠實是大

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

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雖有千人仆倒在你旁邊，萬人仆倒在你

右邊，這災卻不得臨近你。你惟親眼觀看，見惡人遭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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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1:19-23 

並知道他向我們這信的人所顯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

上所運行的大能大力，使他從死裡復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邊，

遠超過一切執政的、掌權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

是今世的，連來世的也都超過了。又將萬有服在他的腳下，使他為教

會作萬有之首。教會是他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軍方所有的將領與士兵們禱告祢，祢必用自己

的翎毛遮蔽這些以色列的兒女們，引領他們投靠在祢的翅膀底下；祢

的真理是以色列將領與士兵們大小的盾牌。我們為著他們禱告祢，將

那賜人智慧與啟示的靈賞給他們，使這些年輕士兵們真知道祢，並照

明他們心中的眼睛，我們禱告他們必不怕黑夜的驚駭，或是白日飛的

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間滅人的毒病。奉主名宣告，這災

必遠離軍方將領士兵們。同時，為著軍方當中所有主內的家人們禱告，

求主興起他們，在這危難時刻，加倍祝福這信祢的人，在軍中成為有

影響力的人，要看見在他們身上所顯出神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有著極

深的平安在他們裡面，為主得人。願軍方萬有都服在神的腳下，使祢

為軍方萬有之首，天父，賜福有許多軍方人士得著祢的救恩，得著千

夫長與百夫長。奉靠主耶穌聖名祈求，阿們。 

 

 

 

加利利海。(感謝 Eyal Asaf 提供 CANWF 使用照片) 

 
 
 

歡迎轉傳並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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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