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勒斯坦近期對以色列 

發動戰爭的始末 

 

一如往常，戰爭中最先中傷的往往是真相。 

 

許多人要我們相信，由於耶路撒冷謝赫賈拉區 (Sheikh 

Jarrah) 的土地爭議，加上以色列褻瀆耶路撒冷的阿克薩清

真寺 (Al-Aqsa Mosque)，才會引發最近巴勒斯坦對以色列

的火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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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藉口只是為了隱藏巴勒斯坦暴力和恐怖主義運動背

後真正的意圖。如今在以色列各地造成的混亂和傷亡，就是

法塔 (Fatah) 和哈馬斯 (Hamas) 想要釋出的訊息，他們持續

反對求和，尤其反對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在簽署《亞伯拉罕

協議》後關係邁入正常化的這項戲劇性發展。 

 

需要強調，過去幾個星期以來，耶路撒冷的緊張情勢的確在

升高，一連串事件又讓衝突沸騰到頂點。其實幾乎每天都有

一小群阿拉伯和猶太煽動者在謝赫賈拉區的爭議住房前對

峙，這沒什麼好稀奇的。 

 

但這次抗爭剛好發生在穆斯林守齋戒月的時間點，這時候伊

斯蘭狂熱加上偏見，尤其在耶路撒冷，很輕易就被搧風點火，

群起反抗以色列和猶太人。接著，一小群阿拉伯年輕人開始

對著走在耶路撒冷舊城區的正統派猶太人摑掌，並在 TikTok

上張貼這些摑掌羞辱影片。 

 

在上週某個晚上，一群極右派猶太人就以行動回應，在雅法

路 (Jaffa Road) 上騷擾阿拉伯人，迫使以色列警察動用防暴

裝備將他們驅離。同時，警察還封鎖大馬士革門 (Damascus 

Gate) 出入口，這裡是巴勒斯坦人集結發動攻擊的要地。巴

勒斯坦領袖對此向以色列表達強烈抗議，並煽動人民發動更

多暴力事件。 

 



 

 

 

接著，齋戒月的最後一個星期五是「聖城日」(Al-Quds Day)，

是伊朗已故領袖何梅尼 (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 頒布

的節日，要對耶路撒冷發動聖戰。 

 

果然不出所料，巴勒斯坦人在聖殿山南端的阿克薩清真寺堆

起石塊，打算對著底下哭牆禱告的猶太人丟擲石塊。以色列

軍隊後來介入，這些丟擲石塊者退到清真寺內，周末雙方的

對峙衝突愈演愈烈。 

 

在加薩彷彿置身事外的哈馬斯，決定在週一加入戰局，發動

爆炸攻擊，就選在以色列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日  (Yom 

Yerushalayim) 5 月 10 日 當天，要破壞這項慶祝活動。伊斯

蘭恐怖民兵旗下的好戰組織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以色列安全

部隊撤離聖殿山和謝赫賈拉區，並釋放在以色列監獄裡的巴

勒斯坦恐怖分子，期限是當晚 6 點前，將所有人全數釋放。

如果這些條件未能履行，哈馬斯就會對耶路撒冷發射 7 枚火

箭，於是哈馬斯對以色列的第四次火箭戰就此展開。 



 

但我們必須從更大的視角來看目前這場衝突。 

 

 

 

自從在川普政府斡旋下，以色列與四個遜尼派阿拉伯國家(阿

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簽訂《亞伯拉罕協議》

以來，中東地區就朝著和平方向持續發展，讓巴勒斯坦人覺

得備受孤立，並承受來自阿拉伯各國領袖的壓力，也終於開

始對以色列做出讓步。甚至以色列國會的阿拉伯國會議員也

加入這個行列，阿拉伯聯合黨 (Ra'am) 準備打破長久以來的

政治禁忌，加入以色列聯合內閣，成為其外部夥伴。 

 

巴勒斯坦人受困於這股追求和平的推力，原本打算以舉辦大

選作為解套，這是他們六年來首次大選。不過，當法塔赫意

識到，他們可能會輸給哈馬斯時，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

巴斯 (Mahmoud Abbas) 毫無根據地怪罪以色列，宣稱因為

他們拖延，才會取消這場選舉。 



 

這又引發巴勒斯坦國內的反彈聲浪，於是巴勒斯坦官員才想

出唯一的解套辦法，也是他們最擅長的戲碼，就是打耶路撒

冷這張牌。過去 100 年來，巴勒斯坦領袖一再對自己人民和

整個伊斯蘭世界說謊，宣稱以色列打算對阿克薩清真寺不利 

。不幸的是，這種不實的指控總是不乏知音。 

 

這幾個星期以來，包括法塔赫和哈馬斯在內，對以色列的措

辭愈來愈強硬，尤其是在耶路撒冷的問題上。他們公開呼籲，

要在這個城市和「街頭」和以色列抗爭，同時又招募更多烈

士。他們也慫恿「48 年戰後阿拉伯人」(指 1948 年以阿戰爭

後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裔以色列公民)加入這場戰役；可悲的

是，許多阿拉伯裔以色列人選擇加入。過去幾週以來，媒體

監督機構巴勒斯坦媒體觀察 (Palestinian Media Watch) 詳細

地記錄這種刻意煽動的手法。接著，哈馬斯立刻超車其國內

宿敵法塔，以「捍衛阿克薩清真寺」之名對耶路撒冷發射火

箭，所幸法塔赫目前還做不到這點。 

 

 



 

事實上，謝赫賈拉區的土地爭議已經在以色列法院審理多年 

。當中牽涉私人訴訟當事人為了拖欠租金問題打算訴諸法律 

，而不是如外界形容，以色列政府鐵腕下令拆除房舍。除此

之外，以色列政府決定，讓法院延後這些地產爭議判決，到

齋戒月結束後，希望能和緩局勢。 

 

至於阿克薩清真寺，是巴勒斯坦暴徒和石塊丟擲者(又再次)

褻瀆清真寺，在清真寺中堆積石塊，預謀用來對付猶太信徒

和以色列警方。他們公然犯罪，卻又為了躲避查緝，逃到清

真寺避難。 

 

無論是謝赫賈拉區爭議，或是巴勒斯坦人在阿克薩清真寺的

騙局，都不應該是法塔赫和哈馬斯對這塊土地的所有人民，

發動這波暴力行動和恐怖攻擊的理由。從正確角度來看，這

些暴動和火箭攻擊行動只不過是傳達一項訊息，就是巴勒斯

坦這兩派人馬對於與以色列謀和，表達堅決反對的立場。 

 

令人遺憾的是，以色列人不論在中東地區，還是在自家國界，

都很接近與阿拉伯鄰國達成真正和解的歷史突破邊緣。如今

這些希望嚴重幻滅，但至少要求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求和的

壓力已解除；但沒有人知道，他們點燃的這些熊熊怒火何時

才能撲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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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和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62:1-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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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必見你的公義；列王

必見你的榮耀。你必得新名的稱呼，是耶和華親口所起的。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

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以賽亞書 62:8-9 

耶和華指着自己的右手和大能的膀臂起誓說：我必不再將你

的五穀給你仇敵作食物；外邦人也不再喝你勞碌得來的新酒 

。惟有那收割的要吃，並讚美耶和華；那聚斂的要在我聖所

的院內喝。 

 

禱告方向： 

請舉起我們聖潔禱告的手為以色列禱告，懇求在五旬節時聖

靈開啟以色列的屬靈眼睛，明白彌賽亞將來的日子近了，他

們要預備好自已朝見主面；雖然四面受困，主必親自教導他

們的指頭打仗，並賜下啟示智慧的靈；明白耶穌就是彌賽亞！ 

  



 

基督徒在以色列復國中的角色 

 

在我們紀念 73 年前以色列奇蹟般地復國之際，有一件非常

重要的事，我們還必須紀念一些未曾被提及的基督徒，他們

曾在猶太國家奇蹟地重新出現在世界舞台的關鍵時刻，協助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 

 

 

 

在近代以色列建立之前的一個多世紀裡， 著名的基督徒政

治家和牧師為猶太復國主義運動的最終勝利奠定了道德和

歷史的基礎。 

 

事實上，正是英國外交牧師威廉·赫克勒(William Hechler) 與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創始人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結為

朋友，並通過向當時的許多西歐領袖們介紹赫茨爾而成為該

運動的「外交部長」。 



 

同樣著名的還有三位英國軍官，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

二次世界大戰之間幫助重新恢復猶太人戰鬥精神，他們分別

是――約翰．亨利．帕特森上校(Col. John Henry Patterson)、

理查．梅納茨哈根上校(Col. Richard Meinertzhagen)，以及查

爾斯．奧德．溫蓋特上校(Col. Charles Orde Wingate)。 

 

然而，在 1947 年 11 月 29 日聯合國決定分割巴勒斯坦的過

程中，有兩位鮮為人知的基督教牧師發揮了關鍵作用，為大

約六個月後的以色列獨立鋪平了道路。 

 

1947 年 2 月，聯合國任命 11 個會員國組成聯合國巴勒斯坦

問題特別委員會(UNSCOP)的進行調查，對「行不通」的英屬

巴勒斯坦託管地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該委員會在那年夏天來

到這塊土地，對不斷惡化的局勢進行了第一手調查。 

 

委員會對猶太人在這片土地上的發展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被困在歐洲難民營的約 25 萬猶太難民的困境也讓委

員會壓力沉重。把猶太人帶回巴勒斯坦的努力，遭遇了英國

親阿拉伯政策和沿海地區海上封鎖的阻礙。 

 

1947 年，一艘滿載 4,500 名絕望的大屠殺倖存者的船「出埃

及」的悲慘遭遇，在那年夏天，引起了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

特別委員會的注意。 

 

  



 

約翰．斯坦利．格雷爾牧師(Rev. John Stanley Grauel)是一位支

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基督徒，他自願成為這艘船上唯一的非猶

太籍船員，親眼目睹了英國人在海法港對「出埃及者」的襲

擊。他衝去耶路撒冷，在委員會面前作了令人信服的證詞；

船是如何被撞了七次，全副武裝的水手登船開槍打死了手無

寸鐵的男孩們。 

 

「『出埃及者』沒有武器，」格雷爾牧師堅持說。「他們只

拿土豆、罐頭和他們的拳頭打架。」 

 

難民最終被送回德國。這場悲劇在全世界的觀眾面前持續了

幾個月，使委員會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人道主義使命。 

 

威廉．赫爾牧師在那個夏天也影響了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

別委員會，特別是加拿大代表伊凡．蘭德法官。同樣來自加

拿大，赫爾自 1935 年以來一直在耶路撒冷服務，並親身了解

英國和阿拉伯國家對猶太人社區的不公平待遇。 

 

一天晚上，蘭德法官在晚宴上聽取了赫爾的意見，並在後來

承認他們的對話澄清了他對爭端的理解，並對猶太復國主義

的努力給予了他新的讚賞視野。赫爾之後還向全體委員會提

交了一封信，有力地闡述了基於聖經基礎的猶太復國主義的

理由。 

 

由於加拿大是英聯邦的一部分，蘭德法官的反英傾向影響很

大。在某種意義上，他成了「委員會的良心」。 

 



 

在他的引導下，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大多數

成員建議將該地區劃分為個別單獨的猶太和阿拉伯國家。聯

合國大會以 33 票對 13 票通過了分治計劃(第 181 號決議)。

猶太人事務局接受了這一決定，但阿拉伯領袖們拒絕了這一

決定，並立即發動了敵對行動。 

 

到 1948 年 5 月 14 日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結束時，阿拉伯―

猶太人之間的戰鬥已經導致了實際上的分裂，猶太人準備宣

布他們古老民族的重生。 

 

5 月 14 日下午晚些時候，當大衛．本-古里昂宣布以色列獨

立時，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升級，五支阿拉伯軍隊

發動了一場入侵，試圖「將猶太人趕入海中」，並聲明這片

土地是屬於阿拉伯國家的。 

 

外國志願者加入了奮戰中的猶太部隊，其中包括一些前來幫

助保衛這個新生的猶太國家的基督徒。其中之一，德里克鮑

登，一名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退伍的英國傘兵，他訓練了以色

列國防軍的常勝精英傘兵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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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和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66:8 

國豈能一日而生？民豈能一時而產？因為錫安一劬勞便生

下兒女，這樣的事誰曾聽見？誰曾看見呢？ 

 

禱告方向： 

為著許多基督徒和牧師在以色列復國的過程中，為以色列效

力並成為神手中榮耀的器皿感恩，讓我們擁抱我們的猶太根

源，並在以色列的各樣需要上，向神獻上我們的祭，以耶穌

基督的愛來擁抱以色列，求主讓我們在以色列人認耶穌是彌

賽亞這個重要的回轉和啟示上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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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