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美國猶太人回歸現況 

 

2020 年，有 3,000 多名新移民 

從北美移居到以色列 

 

48位新移民搭乘2020年最後一架猶太回歸班機抵達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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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0 日下午，第 41 架次班機也是 Nefesh B'Nefesh 機構

(NBN)在 2020 年的最後一架猶太回歸班機，已降落在本古里

安機場，這 48 位新猶太回歸者(Olim)加入從北美移居以色列

的行列。光是 2019 年就有 3,168 人從北美移民到猶太家園，

自從新冠肺炎大流行以來，移民人數已來到了 2,625 人。 

 

該機構成功在 2019 年協助將近 90%的猶太回歸者回到以色

列。Nefesh B'Nefesh 機構是在 2002 年成立，從這個機構成立

以來，已經與以色列回歸整合部 (Ministry of Aliyah and 

Integration)、以色列猶太事務局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凱

倫·凱耶梅斯猶太國家基金(Keren Kayemeth LeIsrael)以及美國

猶太國家基金會(Jewish National Fund-USA)等機構合作，協助

65,000 多名美國猶太回歸者，簡化他們回歸申請的程序。 

 



 

自從 2020 年 1 月以來，Nefesh B’Nefesh 機構的猶太回歸者

多半來自美國紐約州、紐澤西州、加州、佛羅里達州、伊利

諾州、麻州、馬里蘭州、賓州、德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過

去一年，一共有 811 個家庭、1,032 位單身人士和 332 位退

休人士選擇移居到以色列生活。 

 

去年有 61 位醫生和 198 位醫療專業人士抵達以色列，其中

大多數加入以色列對抗新冠肺炎的前線行列；還有 390 位青

年男女在下飛機後，想要成為隻身在以色列服役的士兵(lone 

soldier)。 

 

除了在 2020 年抵達以色列的猶太回歸者外，Nefesh B’Nefesh 

機構還收到 6,704 份猶太回歸申請，相較之下，2019 年只有

3,035 份，有興趣想要申請猶太回歸的人數增長了 126%。 

 

Nefesh B’Nefesh 共同創辦人兼執行主席拉比約書亞・法斯 

(Yehoshua Fass)表示：「從猶太建國之初，無論環境如何艱難

不順，為了堅守父母和祖父母輩曾經遙不可及的夢想，猶太

回歸都會一直持續下去。 

 

回顧 2020 年每個人所面對的挑戰，我們為著共同努力所獲

得的成果感到無比驕傲。我們期待看到每位猶太回歸者，在

以色列有所成長，在此建立新生活，並熱切展望 2021 年的猶

太回歸事工，會是超出所求所想的一年。」 

 

  



 

以色列回歸整合部部長也是以色列國會議員的莎塔 (Pnina 

Tamano-Shata) 表示：「歡迎這數十位新到的猶太回歸者，他

們選擇放下一切，尤其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之際，實現他

們在以色列為自己建立新家園的夢想。許多人肯定會記得，

2020 年是個充滿挑戰且複雜的一年，但是今天猶太回歸者從

全美各地抵達以色列，他們是今年最後一批回歸者，這些人

為這一年帶來更多鼓舞與樂觀正面的色彩。 

 

儘管面對新冠肺炎，但這個猶太國家仍舊蓬勃發展，猶太回

歸也持續進行。在過去一年裡，全球 80 個國家或地區有 2 萬

多名猶太回歸者回到以色列。我很榮幸能夠帶領這個辦公室

團隊，日以繼夜地工作，為了讓散居各地的猶太人即使在危

機時刻，也能夠來到以色列，確保他們以最理想的方式完全

融入以色列當地的生活。」 

 

以色列猶太事務局總裁以撒．赫爾佐格(Isaac Herzog)表示：

「在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封城以及國際航空旅遊幾乎完全

停擺的這一年，來自北美和世界各地的數千名新猶太回歸者

仍來到以色列，這代表對錫安的嚮往已深植在世界各地的猶

太人心中。猶太事務局很榮幸能夠陪伴這些新移民，踏出在

以色列國的第一步，在此祝福他們的新生活圓滿順利。也要

為 Nefesh B’Nefesh 這個重要機構的朋友們表示祝賀，他們在

如此複雜的一年為所有人完成意義重大的工作。」 

 



 

 
儘管經歷了艱難的 2020 年，猶太事務局總裁以撒．赫爾佐格(Isaac Herzog)仍然

向以色列祝福 2021 年是阿利亞回歸更好的一年。可愛的小小阿利亞，讓我們一

起來看影片。(影片出處：猶太事務局( ישראל לארץ היהודית  הסוכנות  )) 

 

 

2020 年新的猶太回歸者選擇以色列這十大城市作為他們的

居所，包括耶路撒冷、特拉維夫、貝特謝梅什(Beit Shemesh)、

賴阿南納 (Ra’anana)、海法、赫茲利亞 (Herzliya)、內坦亞

(Netanya)、莫迪因(Modiin)和別是巴(Be'er sheva)。美國猶太

回歸者最常從事的職業是教育工作、醫生、護士、社工和律

師，以及行銷、業務和商業領域等工作。2020 年猶太回歸者

的平均年齡是 30 歲，年齡最長的是 97 歲，年紀最輕的只有

35 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4D_0y3xB-k&feature=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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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37:5-6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

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

貼於上膛！ 

 

禱告方向： 

➢ 為美國猶太人回歸禱告，目前仍有大約 750 萬猶太人居

住在美國，許多人世代相傳在這裡過著安居樂業的生活，

沒有任何理由與動力回歸以色列。禱告主將建造以色列

的異象放在美國猶太人裡面，也帶領他們有機會能夠認

識彌賽亞耶穌基督，認罪回轉向神，得著主的救恩。另外，

繼續為弱勢的猶太人回歸禱告，衣索比亞猶太人缺乏資

源，大多活在貧困裡，為他們禱告回到以色列有機會受良

好教育，聖靈充滿在衣索比亞猶太人彌賽亞信徒教會，超

自然的能力覆庇他們，為主作美好見證。 

 

  



 

以色列疫情與疫苗最新現況 

 

以色列連續兩天出現超過 5,000 起新冠肺炎病例 

 

上週二(12/29)進行的 97,395 件檢測中，傳染率攀升到 5.7%；

截至以色列週二 (1/5)為止，正在與新冠肺炎疾病搏鬥的

55,312 名病患中，有 764 位病情嚴重，其中超過 154 位需要

接上呼吸器；死亡人數為 3,445 人；有 137 萬名以色列人已

接種第一劑疫苗。 

 

 

 
伊齊洛夫醫療中心(Ichilov Medical Center)的新冠肺炎病房。(Photo: TPS) 

 

 



 

以色列衛生部週三 (12/30)早上的報告顯示，以色列週二

(12/29)新增 5,583 起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經是連續兩天記

錄到每日新增超過 5,000 起病例。現今，截至週二(1/5)為止，

正在與新冠肺炎疾病搏鬥的 55,312 名病患中，有 764 位病情

嚴重，其中超過 154 位需要接上呼吸器。 

 

週二(12/29)進行的 97,395 件檢測中，傳染率攀升至 5.7%。 

 

以色列衛生部週三(12/30)的報告顯示，已有超過 65 萬名以

色列人接種第一劑新冠肺炎疫苗。以色列衛生部長艾德斯坦

(Yuli Edelstein) 表示，光是週三，就有 152,000 人接種疫苗。

艾德斯坦說道：「我們正要朝著一百萬人接種疫苗邁進。」

他表示：「這樣就能夠戰勝新冠肺炎大流行。」截至週二(1/5)

為止，以色列已經超過 137 萬名以色列人已接種第一劑疫苗。 

 

 
以色列衛生部長艾德斯坦(Yuli Edelstein)。(Photo: Alex Gamburg) 

  



 

艾德斯坦於週二(12/29)宣布，從國外返國的以色列人將不再

需要在公營的新冠肺炎防疫旅館中進行自主隔離。 

 

以色列部會首長最初因為擔心新冠肺炎的新病毒株，才會在

上週針對從英國、南非和丹麥返國的以色列人實施防疫措施，

後來又擴及到所有從國外返國的人士。 

 

 
耶路撒冷一間防疫酒店。(Photo: Shalev Shalom) 

 

 

這些限制措施要求這些人士在返國後必須入住防疫酒店，而

遭致許多批評，甚至發生幾起衝突事件，房客因客房問題以

及質疑這些措施有效性，而與安全人員以及以色列國防軍國

土安全部(IDF Home Front Command)人員發生爭執。 

 



 

艾德斯坦表示：「所有從國外返國的人士，需要立即接受檢

測，才能夠入境國門，還需要在家中進行為期兩週或是十天

(如果在第九天接受另一次檢測)的自主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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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128:5-6 

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興

旺！願你看見你的子子孫孫！ 

 

禱告方向： 

➢ 為以色列平安禱告，人心轉向神，禱告主將石心轉變成肉

心，為當地教會禱告，神賜福猶太彌賽亞信徒教會，現今

有些弟兄姐妹正在經歷身患新冠肺炎苦楚，禱告神是他

們的力量與幫助，帶領整個醫療團隊醫治救護他們，使他

們能夠繼續為主而活，在現今得著更多人。為阿拉伯基督

徒教會禱告，堅固他們的信心，許多阿拉伯百姓以打零工

維生，目前失業無所依從，求主幫助教會在現今得著更多

人。 

  



 

2021年以色列民眾都許了什麼 

新希望呢？ 

 

 

 

去年對於以色列我們來說真是挑戰之年，而且我們仍然得繼

續面對往前走，是什麼使我們繼續向前？以色列媒體 Israel 

21c 去年採訪了許多傑出人士，受訪者的故事有關於文化，

健康，共存，環境，科技，是他們給了我們如此多的希望，

我們要謝謝這些受訪者，並且也感謝您們。若沒有您們，我

們無法成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VtKBaCgpUY


 

以下是以色列民眾受訪者對 2021 年的新希望！ 

 

太棒了(Archla)! 

 

1. 我們想要祝福全世界每個人都是快樂的 

2. 與您們家人同在 

3. 在經濟上能夠更加穩定 

4. 多一點憐憫 

5. 彼此尊重 

6. 將我們現有的做到最好 

 

注意安全，保持健康！ 

 

2021 年，我們期待帶領您一套全新如同神話的故事。 

 

朋友們，我們好想念您們呀！ 

 

ISRAEL 21c 祝福我們每一位新年快樂！ 

 

2021 年要快樂喔！ 

 

2021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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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珥書 2:28-31 

以後，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老年人要做異夢，少年人要見異象。在那些日子，我

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顯出奇

事，有血，有火，有煙柱。日頭要變為黑暗，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耶和華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禱告方向： 

為以色列 2021 年滿有平安與恩典禱告，求神澆灌聖靈，充滿

在以色列國家當中，使神的兒女說預言，老年人做異夢，少

年人見異象。為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早早飽得天父的慈愛禱告 

，求主賜下認罪悔改的靈，使他們都領受救恩，為教會在 2021

年得人如得魚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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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