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瑪拿西支派猶太人回家 

ICEJ贊助瑪拿西支派猶太人的最新回歸班機 

 

一群來自印度東北部的 248 名瑪拿西支派猶太人，搭乘由

ICEJ 部分贊助的猶太回歸班機，在週二凌晨(12/15)抵達以色

列；ICEJ是贊助其中這 49位新移民回到以色列的機票。儘管

因新冠疫情影響，世界各地都採取封城措施以及旅遊禁令，

但這一年 ICEJ在猶太回歸事工上獲得豐碩的成果。 

 

2020.12.23   猶太曆 5781    

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 



 

 
請點擊上方圖片，有尚未回歸仍在印度的時候，當知道自己已在回歸名單上，

欣喜若狂敬拜讚美神的影片與您分享。感謝 Shavei Isarel總裁提供。 

 

由於新冠疫情影響，剛到以色列的移民要在內坦亞(Netanya)

附近的場所隔離兩週，並開始學習希伯來文和猶太教課程。

之後會定居在以色列北部的上拿撒勒(Nof HaGalil)。 

 

瑪拿西社群的歷史可追溯到 2700 年前，當時以色列北部的

十個支派 (也包括瑪拿西支派)被亞述帝國放逐到各地，他們

和其他以色列人重新在波斯和古老絲路沿線定居。幾個世紀

以來，這個特殊族群往東走，來到中國，後來又進入印度東

北部。直到最近幾十年，才又與以色列和猶太主流社會重新

取得聯繫。 

 

 

https://youtu.be/2c_7G2J2Xfo


 

在「回歸以色列(Shavei Israel)」組織的努力下，自 2003年以

來，以色列已允許約 2,437名瑪拿西社群猶太人回歸以色列。

其中近一半的人(共 1,114 人)是搭乘 ICEJ 贊助的猶太回歸班

機回到以色列，其中包括本週回歸以色列的這 49人。 

 

 

 

隨著這群猶太人返鄉，到今年為止，ICEJ 目前已資助至少十

個國家將近 3,000名猶太人回歸以色列；其中包括為 1,624名

來自俄羅斯、白俄羅斯、巴西、烏克蘭、衣索比亞和印度的

猶太新移民，贊助他們的猶太回歸班機。 

 

自 1990 年代初期蘇聯猶太人大批湧入以色列以來，這個數

字代表的是 ICEJ贊助最多猶太回歸航班的一年。為了幫助這

些移民回到以色列，ICEJ 還必須為他們安排並贊助超過 366

架次的轉機航班。ICEJ今年還另外資助 346名猶太移民在以

色列防疫旅館為期兩週的住宿。 



 

我們還贊助約 200名猶太青少年的猶太回歸預備課程，讓他

們今年能夠申請猶太回歸，回到以色列。 

 

2020上半年，台灣 ICEJ奉獻了 100位衣索比亞猶太人回家，

並且在今年 12 月，代表奉獻支持回歸的眾教會和弟兄姐妹

們，將支持衣索比亞猶太人回家的美金 10萬元寄出，以支持

以色列政府今年才通過近 2千名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回家。 

 

由 ICEJ 協助回歸以色列的猶太新移民總數，約佔 2020 年所

有移居以色列猶太人中的 20%。 

 

 



 

ICEJ自 1980年 9月成立以來，目前總共協助來自 35個以上

國家將近 16萬名猶太人申請猶太回歸，回到以色列。在過去

四十年來，這些人佔所有移居以色列猶太人中的 10%以上。 

 

您也可以參與在這個召聚猶太人回歸古老家園的偉大預言，

請支持 ICEJ的猶太回歸事工。 

 

更多認識印度瑪拿西支派猶太人 

 

關於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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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3:5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 

 

 

禱告方向： 

➢ 為印度瑪拿西支派 248位阿利亞回歸後的適應生活禱告，

求主賜福他們在隔離期間滿有平安，並奉主名祝福他們

在以色列學習希伯來語以及適應當地生活。目前尚有

6,500名瑪拿西支派猶太人在印度東北省等待回歸，為著

這些印度猶太人盡早回歸禱告，願更多教會在現今時刻

一起參與召聚猶太人回歸古老家園的偉大預言，與神同

工。 

 

 
小小瑪拿西支派猶太人阿利亞，歡迎回家！(Photo Credit: Shevai Israel) 

  



 

以色列有望明年 5-6月脫掉口罩 

 

以色列新冠病毒防疫指揮：明年三月後，生活

將恢復正常 

艾許(Nachman Ash)教授對《以色列今日報》表示，到 2021年

5 月前，以色列人還要繼續戴口罩。而且因為已接種疫苗，

以色列人從國外旅遊返國，就不需要強制自主隔離。 

 

 
新冠病毒防疫總指揮艾許(Nachman Ash)教授：到 2021年 5月前，以色列人還

要繼續戴口罩。(File photo: Gideon Markowicz) 

 

新冠病毒防疫總指揮艾許(Nachman Ash)教授週三(12/16)對

《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Hayom)》表示，由於以色列將在未來

10天看到每天新冠肺炎病例平均新增 2,500例，因此重新採

取嚴格的限制措施是不可避免的。 

 



 

艾許表示，儘管即將在全國各地啟動疫苗接種計劃，但以色

列仍需要保持警戒。 

 

「要讓社會大眾接受這些限制措施，可能並不容易。有人認

為，正要開始接種疫苗的時候，宣布採行嚴格的限制措施，

根本沒有道理。不過，當你根據事實分析情況，即使疫苗接

種計劃正要開始，但還是需要解決當下的問題，並準備在三

個月後看到疫苗的效果。」 

 

以色列的新冠肺炎內閣已批准這些限制措施，其中包括關閉

需要面對一般大眾和企業的工作場所。目前在已核准的「綠

色島嶼(Green Islands)」中，旅遊業還有髮型設計師等一次服

務一名客人的特定商家，都將繼續營業。在以色列衛生部的

信號燈計劃之下，社區公立學校是標示為綠燈和黃燈，因此

這些學校都不會停課。 

 

艾許表示，在接種疫苗時採取嚴格的限制措施，預計不會造

成問題。即使以色列實施全面封鎖，疫苗接種仍將持續進行。 

 

這名防疫總指揮補充道：「由於疫苗的緣故，我們將在明年

三月到四月，生活逐漸恢復正常。估計只要天氣一熱，而且

到明年五月或六月左右，大約 60%的以色列人都接種疫苗，

我們就能夠拿下口罩。」 

 

問：以色列為何會陷入這樣的疫情危機？ 

 



 

「當中原因很多。出國旅遊、未遵守隔離規定、疫情期間舉

辦婚禮和其他活動。此外，還有數百名新冠肺炎陽性病例是

來自國外，雖然很難由此推斷，這些個案對疫情擴散速度的

影響，但這可能是主要原因。如果疫情發生時，我們能夠確

實遵照公共衛生指示，就不會落入這種疫情危機。」 

 

根據艾許發布的數據顯示，許多以色列人從國外返國，無視

強制隔離的防疫要求，其中 45%的人遵守規定，進行自主隔

離，55%的人則違反這項政策規定。 

 

問：為何以色列衛生部沒有針對總人口或目標族群(例如老年

人或醫護人員)設定希望達成的疫苗接種率？ 

 

「我們希望在可接種族群中達成 60%的疫苗接種率。這不是

明確目標，而是我們的評估結果顯示，這個數字將形成效果

良好的群體免疫 (Herd Immunity)。針對醫護人員所做的各項

調查顯示，5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願意接種疫苗，但我希望

這個比例會隨著時間而提高。」 

 

同時，「綠色護照(Green Passport)」計劃將為康復後的新冠

肺炎患者和接受新冠肺炎疫苗接種的以色列人提供一項福

利，預計將在明年 1月開始實施。在第一階段，綠色護照可

讓以色列民眾持該護照，進入以拉他(Eilat)和死海(Dead Sea)

的旅遊島，而且外國遊客不用再進行強制隔離。這本綠色護

照將和以色列衛生部的新申請表一起提供。 

 



 

以色列政府官員將在日後決定，是否持該護照者就可參與文

化活動或運動賽事。目前看來，以色列人如果想要參與文化

活動或運動賽事，又不想接種疫苗，就可以在活動開始前幾

天進行新冠肺炎檢測。 

 

艾許解釋道：「為了排除無法接種疫苗的孩童或青少年等族

群，避免出現兩難局面，因此購物中心等場所會繼續關閉。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也會出現哪個資源優先分配的問題。」 

 

當他被問到，綠色護照是否會允許以色列人舉辦婚禮和其他

類似活動，艾許回答道：「理論上可以，但我們還未就此事

進行討論。如果我要結婚，得忙著使用新冠病毒快篩試劑，

還要顧及婚禮只能允許病毒檢測陰性或是接種過疫苗的人

參加；但這樣婚禮參加人數就會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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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03:13 

父親怎樣憐恤他的兒女，耶和華也怎樣憐恤敬畏他的人！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政府內閣疫情小組與衛生部和相關部會敬畏神

禱告，在進行各樣措施時，以顧念百姓需要與安全為念。

為以色列百姓遵從政府疫情限令禱告，有共同對抗病毒

的心意不住地在百姓當中，成為一股善流；政府與百姓相

互信任齊心抗疫。 

 

 
以色列納坦雅胡總理是第一個接受施打冠狀病毒疫苗的官員，因著民眾對於疫

苗仍在觀望卻步不前，總理以自身行為來向民眾信心喊話。感謝讚美主，現在

以色列民眾開始紛紛願意出來施打疫苗望其項背。(Photo Credit: GPO) 

  



 

蘇丹撤銷恐怖份子馬夏爾公民身份 

 

蘇丹撤銷哈瑪斯前領導人馬夏爾的公民身分 

 

在美國正式將蘇丹從恐怖主義資助國名單移除後，蘇丹才撤

銷馬夏爾公民身分。馬夏爾(Mashaal)流亡至今三十多年，他

在 2017年卸任哈瑪斯職務。 

 

 
(Photo Credit:  עברית) 

 

根據阿拉伯媒體在週三(12/16)的報導，蘇丹已撤銷哈瑪斯前

領導人馬夏爾(Khaled Mashaal)和其他約 3,000名外籍人士的

公民身分。 



 

 

在美國週一(12/14)正式將蘇丹從恐怖主義資助國黑名單移

除後，蘇丹才做出這項行動。據報導，在這個非洲國家同意

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後，還不到兩個月。 

 

美國指控巴希爾(Omar al-Bashir)與「恐怖主義組織」之間的關

聯後，於 1993年對蘇丹實施制裁；尤其是基地組織領導人賓

拉登(Osama bin Laden)也曾向巴希爾尋求庇護。 

 

64歲的馬夏爾(Mashaal)在 2017年卸任哈瑪斯領導人職務。

由於擔心被以色列暗殺，因此在包括約旦和敘利亞等多個阿

拉伯國家流亡三十多年。 

 

據報導，他在 2019年底曾考慮重返政壇。據說，這項提議獲

得他所在國卡達的支持，而且土耳其也在伊斯坦堡為哈瑪斯

高級官員提供安全庇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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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12:25-26 

耶穌知道他們的意念，就對他們說：「凡一國自相紛爭，就

成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趕逐撒

旦，就是自相紛爭，他的國怎能站得住呢？」 

 

 

禱告方向： 

➢ 馬夏爾一直被哈瑪斯視為是在境外領導的重要領袖，他

與土耳其總統，與卡達和科威特的關係都是非比尋常。讓

我們禱告，這樣被仇敵使用來策劃傷害以色列的棋子無

以功效，沒有任何的詭計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以色列是

神眼中的瞳人，奉主名宣告保護以色列不打盹也不睡覺；

求主敗壞哈瑪斯在外所有的連結網絡關係，利益不均終

必敗露。 

 

 
為以色列平安禱告。(Photo Credit: Active Christi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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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