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認識以色列新總理貝內特 

 

貝內特是誰，如何取代他的政治導師 

成為以色列第 13 任總理？ 

 

貝內特確實創造了歷史，但由於聯合內閣中政黨意識形態龐

雜多元，因此許多分析家認為，貝內特和新政府生存下來的

機率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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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內特總理和他的妻子潔拉以及他們的四名孩子約尼 (Yoni)、米夏芙 

(Michal)、亞比該 (Avigail) 和大衛 (David)(照片來源：Avi Mayer 的推特內容) 

 

現在該是來認識貝內特 (Naftali Bennett)的時候，他曾經是軍

事指揮官，後來成為企業家，之後又轉投入政治，現在是以

色列總理，但國外相對來說，對他所知有限。 

 

貝內特正在創造以色列歷史。他是第一位戴著猶太教小圓帽 

(Kippah) 的總理，他是現代猶太教正統派的猶太人，他領導

的政黨是有史以來擔任以色列總理中規模最小的一個，甚至

被稱為「七人席」。 

 

他取代了納坦雅胡成為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是以色列在位

最久的總理，已經連續執政 12 年。 

 



 

總歸而言，大家在理解貝內特時，可以從他的政治導師納坦

雅胡思考起，然後在政治與宗教上再些微往右傾。事實上，

貝內特是因為 2006 年擔任納坦雅胡的幕僚長而踏入政壇。

但在兩人鬧翻後，如同納坦雅胡許多其他門生一樣，貝內特

出走獨自發展。 

 

從那時候起，貝內特分別加入五個不同的政黨，其中包括納

坦雅胡的利庫黨 (Likud)。他曾擔任以色列國防部長和教育部

長等重要內閣職務。但儘管他政黨的政治影響力都不是太高，

至少從人數看來是如此，但貝內特發現自己幾次成了造王者，

包括現在的聯合內閣。 

 

如果納坦雅胡能夠組成位居多數的聯合內閣，貝內特就會成

為納坦雅胡政府的造王者。如果納坦雅胡無法順利組閣，相

反地，貝內特就會成為拉皮德 (Yair Lapid) 聯合內閣中的造

王者與上位者，這個內閣的政黨組成非常多元。 

 

49 歲的貝內特將自己塑造成右翼民族主義者和以色列堅定

的捍衛者，他表示「應該殺掉，而非釋放」巴勒斯坦恐怖分

子，並且以色列士兵應採取「格殺勿論」政策，包括對未成

年人。 

 

他說道：「我們別自欺欺人了，他們不是孩子，他們是恐怖

分子。」 

 

他還反對巴勒斯坦建國，並表示他「不會再給阿拉伯人一丁

點土地」。 



 

2014 年，貝內特在《紐約時報》的一篇社論中寫道：「以色

列不會從更多的領土中撤出，也不允許巴勒斯坦在約旦河西

岸建國。」 

 

他在專欄文章中堅決主張：「如果我們撤出約旦河西岸，整

個國家都會成為恐怖分子目標，恐怖分子可以在耶路撒冷舊

城附近、本古里安國際機場跑道上方的山丘上，以及特拉維

夫證券交易所 (Tel Aviv Stock Exchange) 安放火箭發射器。」 

 

儘管如此，這個人剛剛才與左派政黨和阿拉伯政黨簽署聯合

內閣協議。他還在上次競選期間簽署書面文件，表明他不會

在拉皮德底下出任總理，但他還是與拉皮德促成了這項聯合

內閣協議。 

 

比金沙達特戰略研究中心  (Begin-Sadat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的資深研究員莫迪改·凱達 (Mordechai Kedar) 認為，

貝內特無疑的確具有優秀總理的特質。不過，他擔心這個政

府在週日下午宣誓就任後，會維持不了多久。 

 

凱達這樣告訴所有以色列新聞媒體：「在婚禮上，每個人都

擁抱、親吻和微笑，但問題是從第二天才開始。」。 

 

凱達解釋道：「貝內特從領導原本是屬於利庫黨再偏右的右

派政黨，現在轉而與甚至不承認以色列這個猶太民主國家有

資格存在的政黨結盟，這是 180度大轉彎。」 

 



 

根據以色列電視 12 頻道 (Channel 12) 的一項民調指出，

43% 的受訪者認為政府將在「短期內」解散，只有 11% 的

受訪者認為這個政府將做滿四年。 

 

無論如何，從現在開始，輪到貝內特上場。 

 

貝內特在擔任納坦雅胡內閣部長期間曾表示，他很喜歡這個

職位，「因為總是站在納坦雅胡偏右一點的位置」。 

 

他當時說道：「當我發表安全或外交事務聲明時，他就會配

合我。」 

 

但左派以色列報紙《國土報》(Haaretz) 將他形容為還沒有找

到定位的政治人物。 

 

這篇報導提到：「他不是真正的政治人物，當然也不是前後

一致。他在八年前才首次步入以色列國會，就在兩年前，他

的政黨甚至還無法跨越選舉門檻。」報導中將貝內特短暫的

政治生涯形容為在「飄忽不定的政治走向」中「迅速崛起」

的政治人物。 

 

納坦雅胡在過去兩年未能組成穩定的內閣，這讓貝內特能夠

重回政治賽局。 

 

貝內特出生於海法，父母是來自舊金山的美國移民，他們在 

1967 年移居以色列。在貝內特年幼時，曾舉家搬回美國一段

時間，和納坦雅胡一樣，他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 



 

 

雖然貝內特生長在世俗家庭，但他和他的家人卻遵守猶太教

規。他現在形容自己是現代猶太教正統派人士。 

 

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期間，貝內特曾擔任兩支精英部隊的指

揮官。他在希伯來大學主修法律，但畢業後自己卻投身商業

領域。貝內特與他人共同創立反詐欺軟體公司 Cyota，並和他

的妻子潔拉搬到紐約，她在那裡擔任甜點主廚。貝內特在 

2005 年以 1.45 億美元出售 Cyota，幾年後又以 1.3 億美元

出售另一家公司 Soluto。 

 

 
潔拉和貝內特(照片來源：聯合右翼黨發言人) 

 

貝內特和潔拉帶著這筆豐厚的財富回到以色列，現在他們與

四名子女定居在特拉維夫富裕的市郊拉納納 (Raanana)。 

 



 

這是貝內特展開他政治生涯的起點。2006年至 2008年，貝

內特擔任納坦雅胡的幕僚長。他和長期政治夥伴夏克德 

(Ayelet Shaked) 都是在遭到比比羞辱後，一起站在同一陣線。

自此之後，他們便成立多個右派政黨，原本是作為納坦雅胡

利庫黨之外的選擇。目前這個聯合右翼黨 (Yamina) 的名稱

在希伯來文的意思是指「右傾」。 

 

近年來，貝內特經常在以色列的國際會議包括基督徒媒體大

會 (Christian Media Summit)上擔任客座講員，這是以色列新

聞局 (Government Press Office) 對國外基督教媒體機構的外

展活動。貝內特在當中普遍受到好評。 

 

如果這個政府撐得夠久的話，貝內特在他總理任期屆滿時將

滿 51 歲。 

 

他在接受以色列電視 12 頻道深度專訪時表示：「我告訴我

的孩子，他們的父親要做的事，會讓他成為全以色列最討厭

的人。但我這麼做是為了我的國家。」 

 

凱達表示，這屆聯合政府面臨著諸多挑戰，從預算等基本問

題到意見更分歧的安全問題。 

 

凱達對我們表示：「我無法拿這個政府與過去的政府相比，

因為以色列從來沒有這樣左右共治的政府，還有阿拉伯人加

入。左右共治是罕見的，但再加上阿拉伯人，而且還不只是

阿拉伯人，還是認為以色列沒有正當存在理由的伊斯蘭運動。



 

這個政府的共通點只是不想讓比比再擔任總理，這個目的將

實現，但之後這個政府要如何維持團結？」 

 

 
(照片來源：Naftali Bennett的推特內容) 

 

 

註: 本篇新聞評論僅供大家暸解貝內特的背景，並不代表協

會的立場！ 

 

新聞出處：Allisrael 

新聞日期：2021/06/13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但以理書 2:20-22 

但以理說：「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

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

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他顯明深奧隱秘的事，

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與他同居。 

 

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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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度日。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悅納。 

 

當各個新聞媒體或政黨對新上任的以色列總理有個別不同

的聲音時，讓我們回歸到神的話和心意中，我們只選擇站立

在神的這一邊，繼續堅立為以色列和新總理祝福禱告，並為

耶路撒冷求平安！阿們！ 

 

  



 

我們為著在以色列的基督徒機構―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萬國祈禱院、讚美帳幕、基督徒以色列之友與和平之橋，對

以色列支持立場的共同表態與聲明感恩！聲明中的部份內

容如下― 

福音派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與以色列同站立，不是因為任何

政治因素，而是因為聖經上神的話，以及亞伯拉罕永恆之約。

我們尊重以色列作為民主國家，擁有選出自己國家領袖的主

權權利。我們還認識到，作為客居以色列的外國人，我們不

應干涉以色列的政治，而是應該與以色列人民，及其民選政

府維持友好關係，並團結站在一起。我們並願意與以色列同

站立，並為耶路撒冷求平安禱告。 

  



 

科索沃在耶路撒冷設立大使館 

 

三月，科索沃共和國成為第一個在耶路撒冷建立大使館的歐

洲國家，也是第一個穆斯林國家。亞伯拉罕協定為四個新的

阿拉伯國家承認以色列打開道路，這更多的是美國前總統特

朗普的外交政策努力的成果。去年，川普促成以色列、塞爾

維亞和科索沃的一項協議，包括以色列和科索沃的互相承認，

以及在耶路撒冷建立大使館。 

 

儘管不是每一條協議條款都被履行，科索沃還是很好地履行

了承諾，在 3 月 15 日於耶路撒冷市區的大使館正式開門。

儀式由現任首席―伊內斯．德米里(Ines Demiri 科索沃外交部

高級官員)主持，出席者有以色列外交部的高級官員，耶路撒

冷市政府官員，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ICEJ 副主席大衛．

帕森斯(David Parsons)和貝瑞．丹尼森(Barry Denison)。ICEJ能

参與這一特別的服事是因著 ICEJ的科索沃代表處團隊的努力。 

 

兩年前，ICEJ 在科索沃建立了代表處，由一位福音派領袖牧

師之子德里頓．克拉斯尼奇(Driton Krasniqi)負責。德里頓和各

個黨派陣線的政治人物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也包括當地小規

模的猶太團體有好關係，而且，科索沃外交部高級官員―伊

內斯．德米里(Ines Demiri)了解他。 

 

直到最近，我們還好像做夢的人，很難想像一個穆斯林國家

與以色列能發展如此緊密的關係。然而，自從以色列去年和



 

阿聯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有突破性進展後，似乎沒有什

麼是不可能的。和以色列的良好關係似乎也是科索沃政策的

重要基石。在國家的近期選舉後，新的外交部部長多尼卡．

蓋爾瓦拉(Donika Gërvalla)證實了大使館仍在耶路撒冷。然而，

我們應該為普里什蒂納(科索沃共和國的首都)的官員祈禱，

因為他們正面臨著土耳其和布魯塞爾(比利時)拒絕與耶路撒

冷發展關係的緊張壓力。 

 

ICEJ 正在考慮，為著他們在耶路撒冷設立大使館這一勇敢的

決定，如何來尊榮科索沃的喬薩．奧斯曼尼總統(Vjosa Osmani)

和科索沃政府 。 

 

 

新聞出處：ICEJ 5-6月專文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翻譯｜Li Zhuohaodi 

 

  



 

經文和禱告方向： 

 

創世記 12:1-3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

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

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詩篇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求主興起更多國家來祝福以色列，並在主的幫助下勇敢地把

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 

  



 

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回應 

加薩縱火氣球 

 

 

 
2021 年 6 月 18 日，以色列國防軍空襲加薩目標。(來源：以色列國防軍發言

人單位) 

 

以色列國防軍為了回應加薩對以色列施放縱火氣球，於週四

深夜空襲加薩目標。 

 

週五早上在加薩邊界一帶的卡法阿扎 (Kfar Aza) 都可以聽到

火箭警報聲。以色列國防軍後來澄清，這次警報不是因為對

方發射火箭。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根據以色列 12 頻道電視台新聞報導，以色列國防軍在空襲

加薩走廊的 10 個哈馬斯目標之前，已事先對加薩居民發出

警告。以色列為了回應加薩施放多個縱火氣球，造成加薩附

近的以色列社區發生約八起火警，將在加薩的甘尤尼斯 

(Khan Younis) 展開空襲。 

 

 

 

據報導，在沙爾哈那吉夫  (Sha'ar Hanegev) 地區和艾希柯 

(Eshkol) 整個區域委員會地區都曾發生火災。 

 

哈馬斯為了回應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國旗遊行日  (Jerusalem 

Flag March)，在週二揚言將升高攻擊。因此在過去三天來，

以色列與加薩走廊恐怖組織之間的緊張情勢有逐步升高的

趨勢。 

 



 

以色列國防軍中將參謀長柯哈維 (Aviv Kohavi) 與首席指揮

官舉行了安全會議簡報，並指示他們準備與哈馬斯重啟戰鬥。

以色列和哈馬斯在上個月「圍牆守護者行動」 (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 中交戰了 10 天。哈瑪斯在衝突期間對

以色列發射了 4,500 多枚火箭。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以色列國防軍將持續摧毀加薩各地的

恐怖主義設施，他們認為哈馬斯就是從那些設施發動攻擊，

他們也要為這幾起攻擊事件負責。」 

 

美國國務院在一項聲明中表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週四與

以色列外交部長拉皮德 (Yair Lapid) 展開會談，並討論「以巴

雙方需要運用務實做法改善兩國關係」。 

 

以色列南部在週二也發生多起火災，從加薩施放的縱火氣球

至少造成 20 起火警。週二稍早前，巴勒斯坦媒體公布恐怖

分子準備對以色列施放這類氣球的照片。 

 
在加薩巴勒斯坦人施放縱火氣球後，氣球越過加薩與以色列的邊界，在以色列

靠近尼爾阿姆 (Nir Am) 一帶的田野引發火災。(圖片來源：路透社)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6/1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撒母耳記上 2:9 

他必保護聖民的腳步，使惡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動；人都不能

靠力量得勝。 

 

詩篇 71:4 

我的神啊，求你救我脫離惡人的手，脫離不義和殘暴之人的

手。 

 

禱告哈馬斯恐怖份子回轉向主，求主保守巴勒斯坦的幼童們，

脫離從小被灌輸的仇恨和攻擊概念，也求主在列國中興起正

義之聲，為真正的和平把關！ 

  



 

最有可能出任美國駐以色列的特使 

 

湯姆．奈德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和真正的政治家， 

又非常瞭解以色列 

 

 
托馬斯·R·奈德斯可能成為美國拜登總統的大使候選人。(照片來源：國務院) 

 

美國拜登總統週二(6/15)宣布，他打算任命托馬斯·奈德斯為

下一任駐以色列大使，這一消息得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以色

列人和以前與他有過往來的美國人的一致認可。前以色列駐

華盛頓大使邁克爾·奧倫告訴耶路撒冷郵報：「當他擔任希拉

蕊的副國務卿時，我與他一起工作，我們已經廣泛處理了一

系列的議題，如和平推進、安全、加薩等。湯姆是一位出色

的外交官，也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了解相關的問題，對以色

列充滿熱情，致力於雙方的聯盟、和以色列的安全。」 



 

背景 

奈德斯目前是摩根士丹利的常務董事兼副主席，負責全球客

戶以及對外事務和政府事務。他曾於 2011 年至 2013 年在

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手下擔任管理和資源的副國務

卿，2013年 1月還獲得國務卿傑出服務獎。 

 

奈德斯出生於明尼蘇達州德盧斯的一個猶太家庭。他在國會

山莊開始了職業生涯，擔任過各種職位，包括眾議院多數黨

黨鞭的助理、眾議院議長的執行助理。他曾擔任數名國會議

員的幕僚長十年，後來在 1996 年轉入銀行業。 

 

好評 

以色列民主多數黨的馬克．梅爾曼(Mark Mellman)自 1990 

年代以來，就認識奈德斯。他告訴耶路撒冷郵報：「他在以

色列有關的問題上有大量的經驗。在國務院、政府機構擁有

的經驗，他非常了解國會山和政府的各個部門。他會歇斯底

里地搞笑，善良而體貼。但我不確定工作上是否必要，但肯

定有幫助。他與總統和國務卿有著密切的關係，這非常重要。」 

 

曾丹．庫爾策(Dan Kurtzer)曾擔任美國駐以色列大使的告訴

《華盛頓郵報》：「湯姆．奈德斯(Tom Nides)擁有豐富的外

交經驗，在商界的經驗也是一大助益。政府向以色列地區發

出重要信息，美國準備與我們的朋友認真合作，以促進彼此

的利益及和平前景。」 

 

  



 

亞倫．凱亞克(Aaron Keyak)曾擔任拜登過渡時期官員，經常

與奈德斯保持聯繫，他告訴《華盛頓郵報》：「以擁有公私

部門的豐富經驗，他說話頗具權威...... 因而深受信任，這可

能是身為大使最重要的特質，尤其是在棘手地區，與領袖們

打交道時。」 

 

哈利．索伊弗(Halie Soifer)美國猶太民主委員會首席執行官表

示，「奈德斯將非常認真地看待這個角色。他有公共服務和

國務院的工作經驗，在歐巴馬政府期間，在他的職位上被稱

為非常有效率的。他是位很強有力的經理人，也將是一位非

比尋常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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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使徒行傳 10:36 

神藉著耶穌基督(他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音，將這道賜給

以色列人。 

 

耶利米書 33:6 

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

豐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們。 

 

求神恩待賜福新任的美國駐以色列大使，使他蠻有智慧能力

當和睦的促成者，處理以巴問題，使以巴的人民都得享和平

安舒，顯明神豐盛的慈愛和憐憫 

  



 

什麼是阿利亞週末? 

 

 

 

 

自 1980 年成立以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已幫助超過 

160,000 名猶太人踏上了返回以色列的旅程。“阿利亞”的這

段旅程在一個猶太家庭登上前往特拉維夫的飛機之前很久

就開始了。以色列的新移民通常要經過數月甚至數年的準備

才能搬到應許之地。 

 

幾十年來，ICEJ 一直在積極協助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進行前阿

利亞過程。這通常包括贊助 Aliyah展覽說明研討會，例如最

近我們幫助在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等

國家舉辦的阿利亞週末。 

 



 

ICEJ的阿利亞主任霍華德·弗勞爾(Howard Flower)表示，基督

徒使館以創新的方式與猶太機構合作，以促進來自前蘇聯時

代就開始的阿利亞。一項舉措是新的“安息日”延長周末阿利

亞研討會。這些聚會提供全面的前置阿利亞作業，以減輕擔

憂、回答問題並使用訓練有素的顧問對參與者進行教育。一

些參加者是年輕的家庭成員，他們比父母先移居以色列，必

須準備好獨自住在這裡，直到其他家庭成員到來。 

 

去年剛剛推出的另一個創新計劃是 OFEK 300 小時語言和就

業安置培訓。在獲准移民以色列後，參與者開始密集的希伯

來語語言課程，其中包括 300小時的集中在線學習計劃和求

職輔導，該課程還探討了在以色列為原籍國的公司遠程工作

的可能性。學生畢業時的熟練程度使他們能夠立即開始在以

色列工作。他們還可以在抵達以色列後繼續他們的語言課程

六個月。 

 

 



 

弗勞爾說，基督徒使館預計今年將幫助來自前蘇聯的 1,000

多名猶太人參加阿利亞前置計劃，包括週末和夏令營、準備

研討會、希伯來語課程、前往領事館辦理移民簽證、前往機

場和航班上的額外行李。 

 

阿利亞週末研討會是特別有效的工具，可以讓猶太人為他們

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之一做好準備。在為期三天的研討會中，

重點是關於以色列、經濟、就業市場、教育和衛生系統、吸

收計劃等的現實生活討論和講座。在研討會上，參與者會得

到猶太人事務局代表的個人關注。每個人的需求都得到滿足，

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成功的阿利亞所需的信息和建議。 

 

那麼究竟什麼是安息日周呢？這是從周五到週日延長的安

息日退修會。ICEJ 和猶太人事務局努力使這些退修會令人感

覺鼓舞和激勵。週末包括在溫馨友好的氛圍中舉行安息日慶

祝活動，為所有人營造一個溫馨的環境。良好的食物和團契

鼓勵新的友誼，一旦他們在以色列，這種友誼就會繼續增長。

事實上，我們至少成就了五對的婚姻，是因為年輕人在我們

最近的研討會上相遇而產生的。 

 



 

 

 

最近一次由 ICEJ贊助的阿利亞週末在明斯克舉行。開幕式上

宣讀了 ICEJ主席猶根博士的歡迎辭，他說：“祝您週末愉快，

並希望您在這個愉快的場地享受愉快的休息時，所有問題都

能得到解答。我想讓你知道，我們很高興也很榮幸能幫助你

支付猶太事務局為你安排的這次重要活動的費用。” 

 

在這個阿利亞週末的 63名參與者中，有馬卡羅夫一家，而父

親瓦迪姆(Vadim)為他所有的家庭成員經歷表示感謝。 

 

他說：「由於您們的熱情、財務上的支持以及對猶太世界各

種活動的贊助，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會，讓我們有機會認識、

交流和了解更多關於以色列的傳統和歷史，在參加家庭研討

會的過程中，我們學到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在預備期間對我

們很有幫助。」 

 



 

因此，請您考慮與 ICEJ合作贊助阿利亞週末阿利亞活動，這

將有助於猶太家庭踏上前往以色列他們祖先家園的激動人

心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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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箴言 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我們宣告也相信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ICEJ總裁六月祝福的話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剛剛度過了又一個國慶節。在最近的逾越節之後，以色

列在大屠殺紀念日悼念在大屠殺中被殘忍殺害的 600多萬猶

太人。全國範圍內的警報響起時，所有的活動都陷入停頓。

一周後的陣亡將士紀念日，警報再次響起，向自 1948年 5月

以色列建國以來死於各種戰爭和恐怖襲擊的 23000名陣亡將

士致敬。在全國各地舉行的儀式上，父母站在為保衛祖國而

犧牲的子女的墳墓前。同一天晚上，冷靜的氣氛又轉變成了

以色列一年一度的獨立日的歡樂慶祝活動，今年的這一天是

以色列國 73歲生日。 

 

這些特殊的日子不僅僅是國家指定的假日，更表達了猶太文

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種紀念和認同的文化。在每一次

逾越節的晚宴上，都重複著這樣一句話：每個猶太人都要把

自己看作是出埃及記的一部分。已故總統埃澤爾．魏茲曼

(Ezer Weizmann)在 1996 年的一次非凡演講中向德國議會發

表講話，他說： 

 

「我在埃及當過奴隸。我在西奈山接受了律法。我和約書亞，

以利亞，一同過了約旦河。我隨大衛進了耶路撒冷，隨西底

家從那裡被擄去，沒有忘記在巴比倫河邊。耶和華使被擄的

人歸回錫安的時候，我夢見了我在建造城壘的人中間。 



 

我與羅馬人作戰，被驅逐出西班牙。我還曾在美因茨(德國城

市)被綁在樹樁上。我在葉門學習了《妥拉(Torah)》，在基希

涅夫(東歐摩爾多瓦首都)失去了我的家人。我在特雷布林卡

集中營(德國)被焚燒，在華沙反叛，之後移居到以色列地，那

是我被流放的地方，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從那裡來，又回

到那裡。」 

 

鑑於這些強有力的言詞及其潛在的力量，我並不擔心以色列

會忘記過去曾遭遇的暴行。然而，我感到關切的是，在今後

幾代人中，我們的民族可能會忘記我們在漫長而悲慘的反猶

太主義歷史中須要吸取的教訓。 

 

從逾越節出來，我也想起使徒保羅如何在他給外邦信徒的信

息中，採用這種猶太紀念和認同的文化：「所以我們藉著洗

禮與他一同埋葬，直到死，正如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

活一樣，我們也要這樣行在新生命裡…你們也要這樣，以為

自己在罪裡是死的，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裡，在神面前是活

的。」(羅馬書 6: 4、11) 

 

保羅告訴我們，每一個信徒都與基督同行，經歷了他的死亡、

埋葬和復活，因此，我們可以期待，即使在今天，也能因信

與他同行，經歷他復活的能力是充足的！對我們所有人來說，

這是多麼強大的真理啊！ 

 

藉此機會，我要感謝你們對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的所有

禱告和支持，並祝願你們從耶路撒冷得到完全的祝福。 



 

 

 

在基督裡， 

 

猶根．布勒 

總裁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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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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