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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基督徒都希望瞭解 ICEJ對以色列快速採取大規模新

冠疫苗接種計劃的看法，尤其以色列是採用新款的 mRNA 信

使核糖核酸疫苗。有些人對此表達極度關切，認為以色列人

民可能在不知情地情況下嚴重危害自身健康。其他人甚至對

這些臆測的說法感到憂心，認為以色列人正走進帶有「末世

(Last Days)」意涵的魔鬼圈套。 

以色列因應前所未有的危機 

首先要指出的是，以色列和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一樣，都因

為這種致命病毒，為公衛領域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而這種

病毒已在全世界造成超過 260萬人死亡，其中包括以色列在

內。過去十二個月來，新冠病毒已在以色列造成將近 6,000人

死亡；這是以色列在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

五年期間遭遇殘酷恐怖攻擊造成死傷人數的六倍之多。此外 

，新冠病毒封鎖措施也重創以色列經濟，尤其是旅遊業，在

過去一整年幾乎是完全陷入停擺。因此，以色列各政黨領袖

都同意，以色列需要快速因應這樣的挑戰。 

由於以色列政府在一開始就迅速採取果斷的措施，事實證明 

，以色列已成了世界其他許多國家效法的對象。首先是及時

採取封鎖措施和實施旅遊禁令，來保護自己人民不受病毒感

染。以色列還成功研發新藥來對抗新冠病毒，已獲得不錯成

效。因此，以色列新型冠狀病毒病患的死亡率仍然是全世界

最低(低於 1%)，雖然病毒感染率是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



整體而言，納坦雅胡政府能夠迅速有效地因應疫情，已普遍

獲得敵對政黨、以色列社會大多數人，甚至是世界各國領袖

的肯定。 

以色列決定使用 mRNA疫苗 

顯然這次前所未有的公衛危機，加上猶太傳統重視生命維護 

，以及以色列人一般對科學與生物醫學進展接受度高，讓以

色列主事者決定採用新型mRNA疫苗作為擺脫新冠病毒封鎖

的途徑。25年來國際醫學界皆看好 mRNA疫苗研究，而且以

色列政府很早就開始和輝瑞藥廠接觸，討論疫苗，因此以色

列主事者與醫療專業人員能夠就疫苗迅速拍板定案。輝瑞讓

其新冠疫苗經過嚴謹的測試階段，以瞭解疫苗對人體造成的

短期副作用；但輝瑞尚未就疫苗的長期影響進行測試，這通

常需要經過較長的時間。不過，美國主管機關已核准這支疫

苗的「緊急使用」。而且隨著新冠病毒死亡率攀升，以色列

在適當評估風險後，決定對以色列人口使用 mRNA疫苗。 

以色列現在是全世界新冠疫苗接種普及率最高的國家，幾乎

90%的成年人口不是已施打疫苗，就是感染新冠病毒後康復

免疫。到目前為止的數據顯示，這支疫苗有 97%的機率能夠

不受新冠病毒感染，成功免疫。而且最脆弱的年長族群，其

死亡率也大幅下降。到了五月底，以色列可望達成「群體免

疫」並恢復較為正常的生活；雖然以色列還是可能會持續實

施旅遊限制措施，以降低接觸新變種病毒的風險。 



以色列正針對已施打疫苗或染疫康復的人發給「綠色護照」，

這表示未取得護照的人在社交活動選擇上會受到某些暫時

的限制。 

大多數以色列人都願意配合以色列政府雄心萬丈的疫苗接

種計劃，在以色列很受人尊敬的醫學界也願意大力支持。 

從謠言中釐清真相 

同時，在世界各地流傳某些與以色列疫苗接種計劃有關的令

人憂心報導與說法，是需要進一步釐清。 

1) 以色列政府制定的現行疫苗接種政策根本不算是新聞。因

為以色列在 1952 年就曾通過類似規定，當時所有人被迫

接種傷寒疫苗，未接種疫苗者將處以罰款。

2) 有人聲稱，以色列死於疫苗接種者的發病率(morbidity rate)

遠遠超出死於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發病率。但根據以色列所

有衛生主管機關的數據顯示，這些主張根本毫無根據。他

們也指出，很少有人死於疫苗接種，而且這些接種過疫苗

者如果染疫，其症狀比未接種疫苗者還輕。

3) 以色列不會為了實施隔離，成為將人民分成已接種和未接

種疫苗的國家。以色列人民仍可自由選擇不接種疫苗；儘

管這表示他們在遷徙和社交活動選擇上會受到某些暫時

的限制。



4) 有些人將新的「綠色護照」聯想是《啟示錄》中提到的「獸

的印記」；有人甚至認為，以色列接種疫苗的目的是要迎

接敵基督對他們的統治。這充其量只是純屬臆測。疫苗護

照(例如，可進行國際旅遊的「黃色護照」)行之有年，已存

在數十年之久。當時要前往非洲許多國家旅行，必須先接

種黃熱病和其他疾病的最新疫苗。此外，啟示錄第 13 章

的相關經文強調的是褻瀆和抵擋基督徒，最後將會「與聖

徒爭戰」。相反地，以色列的疫苗接種政策很明顯只是為

了挽救生命，並沒有任何宗教上或屬靈上的意圖。

剩下需要關切的問題 

當然，人們對於 mRNA疫苗的長期副作用，仍然存在合理的

顧慮、懷疑和保留，因此理當有權決定不接種疫苗。對於以

色列提供這樣的自由，我們表示歡迎。 不過，即使我們對這

些疫苗的長期效果欠缺認識，也不該成為對以色列發起爭議

行動的理由，或以此控告以色列主事者，認為他們對自己人

民心懷惡意。相反地，我們應該為他們禱告，因為他們需要

處理前所未有的公衛危機，因此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我

們的禱告。 

此外，我們確實體認到，這場公衛危機在世界各地造成的影

響，已為全球採取一致行動敞開大門，這些行動對民主進程

的破壞不容小覷，且有可能遭到未來敵基督和歧視性議題誤

用。儘管如此，基督徒不應該因為擔心感染新冠病毒而害怕，

我們也不該活在對新冠疫苗的恐懼中。 



相反地，我們只要對上帝有適當的敬畏之心，上帝終將掌管

我們的生命和未來(以賽亞書 8：12-13)。 

最後，我們不能讓這場危機在我們中間製造分裂。我很清楚

上述看法不是每個人都能認同，有些人或許會有不同的結論 

。但我們絕不能造成基督身體的分裂，也不要讓我們對新型

疫苗的有限認識來左右我們對上帝百姓的愛。保羅吩咐羅馬

教會，信徒肢體中不要因為吃拜過偶像的祭物而分裂，同時

也鼓勵教會裡的肢體，不要彼此論斷，因為「我們若活著，

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

是主的人。」(羅馬書 14：8)。他也提醒羅馬的信徒，「神的

國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羅馬

書 14:17)。 

至於是否接種疫苗，這是個人的決定，應該由自己信賴的醫

生提出適當的醫療建議，並在本人知情同意下，按照自己的

良知來做決定。我們都應該尊重他人做的決定，同時也要確

保自己在與他人的對話過程中，都是運用正確可靠的資訊。 

我要再次懇請大家為在困難處境中的以色列領袖禱告，並為

我們能夠秉持神給我們的呼召，在這個危機時刻堅定地與以

色列一同站立禱告。因為禱告能夠帶下醫治和遮蓋，我們在

海法的大屠殺倖存者之家 (Home for Holocaust Survivors)就

經歷神的保守，這個倖存者之家幾乎不受新冠疫情的影響。

以色列衛生單位的工作人員稱這是生活輔助住宅的「奇蹟」。

另外，也為我們能夠在目前的挑戰下持續服事所有以色列的

百姓禱告。 



關於這個主題的更多相關資訊，請觀看 ICEJ 在 2021 年 3 月

11日星期四舉辦的網路研討會，這次研討會由 ICEJ發言人大

衛帕森斯牧師 (David Parsons)主持，嘉賓有是巴醫學中心

(Sheba Medical Center)的澤夫·費爾德曼(Zeev Feldman)博士、

ARISE機構的卡列夫·邁爾斯律師(Adv Calev Myers)，以及當地

牧師以色列·波戈答(Israel Pochtar)。 

專文作者與出處：ICEJ總裁 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 

專文日期：2021/03/1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www.youtube.com/embed/fq5NkmYLaYM?feature=oembed


以賽亞書 8:12-13 

這百姓說同謀背叛，你們不要說同謀背叛。他們所怕的，你

們不要怕，也不要畏懼。但要尊萬軍之耶和華為聖，以他為

你們所當怕的，所當畏懼的。 

禱告方向： 

再一次，主使用祂所選召的子民向全世界彰顯祂的心意。神

是滿有慈愛與憐憫，總是使我們的恩典夠用。為著以色列超

過 5百萬的民眾施打疫苗向主獻上感恩，我們不但要繼續為

以色列疫情與政局穩定禱告，也要為銷除以色列的爭議，和

保持基督身體的合一禱告。



ICEJ救援班機- 

俄羅斯阿利亞回歸以色列 

ICEJ贊助前蘇聯 226名猶太移民的猶太回歸班機 

來自前蘇聯各地的 226名猶太移民搭乘由以色列猶太事務局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安排且由 ICEJ贊助的「救援班機」，

在週一傍晚(3月 15日)降落在重新開放的本古里安機場。 



許多新移民在幾個月前就計劃回歸以色列，但由於以色列實

施第三次主要封鎖措施，一邊又進行大規模疫苗接種行動，

回歸計劃因此延後。由於本古里安機場在 1月和 2月首次完

全關閉，但有些人已經賣掉自己的房產並辭掉工作，他們的

生活因此陷入困窘處境。但現在以色列開放空中交通，並將

這些移民納入每日乘客配額，可依照配額在這時候入境以色

列。 

許多移民還需要經過漫長的轉機過程，穿越俄羅斯的八個時

區，才能搭乘最後一趟班機，歷經四小時的飛行，抵達特拉

維夫。根據以色列對新冠疫情的相關健康規定，他們將需要

接受檢疫和其他規定，才能安置到移民收容中心。 



在昨天搭乘 ICEJ贊助的「救援班機」抵達的 226名猶太人中，

有克塞妮亞(Ksenia)和她的女兒艾蜜利亞(Emilia)。他們來自偏

遠的韃靼共和國(Republic of Tatarstan)首都喀山(Kazan)，並將

定居在內蓋夫沙漠中的馬莎貝·薩德(Mashabei Sade)集體農

場，作為「家園中的第一個家(First Home in the Homeland)」

計劃的一部分。克塞妮亞擁有土地利用工程碩士學位，她希

望能夠看到內蓋夫(Negev)蓬勃發展。 

克塞妮亞表示，她一直夢想回歸以色列，但每次嘗試，總是

遭遇阻礙而計劃耽擱。去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她的

母親和妹妹已成功抵達以色列。因此克塞妮亞較以往更堅定

想要回歸以色列，在經過所有必要的準備後，克塞妮亞和艾

蜜利亞原訂在去年 11 月抵達以色列，但隨後本古里安機場

實施封鎖措施，他們只好再次等待。 

由於看不見希望，他們開始覺得灰心沮喪，直到他們聽到天

大的消息，以色列的「救援班機」將訂於 3月 15日在莫斯科

起飛。在克塞妮亞和她女兒不屈不撓的堅持下，他們終於在

昨天抵達以色列的新家。 

即使大多數國際旅遊在新冠疫情影響下依舊中斷，以色列和

猶太事務局仍在努力為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安排緊急救援

班機，這些班機同時要將滯留海外的以色列公民帶回家。 

自 2021 年以來，ICEJ 目前已資助 780 多名猶太移民的猶太

回歸班機，其中包括約 500名衣索比亞猶太人，作為「以色

列磐石行動(Operation Rock of Israel)」的一部分。



大多數的衣索比亞移民已在臨時難民營等待幾十年的時間，

才能夠與以色列的家人團聚。透過猶太回歸，他們正在回應

古老聖經中世代相傳的呼召，要回到自己家園。ICEJ 很榮幸

能夠積極參與在這項先知性的使命。 

ICEJ總裁猶根·布勒(Jürgen Bühler)博士表示：「很高興能夠參

與在另一波猶太家庭回歸以色列的大規模遷徙潮。支持猶太

回歸是 ICEJ的核心使命。這段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的確是我

們四十年來參與猶太人回歸家園事工中最重要的階段之一。

新冠疫情確實賦予以色列新的意義，要呼召以色列成為猶太

人的『安全避風港』。」 



儘管過去一年來全球航空旅遊遭受重創，但仍有成千上萬的

猶太人正打算遷往以色列。事實上，由於世界各地許多猶太

家庭現在都認為，以色列在公衛方面比其他國家更安全，而

且更有可能帶動經濟復甦；因此猶太人對於回歸以色列的興

趣度正在提高。根據以色列官員和猶太事務局官員預估，未

來三到五年內，將有 25萬名猶太新移民抵達以色列。 

在聖經中提到，上帝最大的應許之一就是從地的四方招聚散

居各地的猶太人。先知以賽亞在很久之前曾說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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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 對南方說：『不要拘留！』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以賽亞

書 43：5-6) 

自 1980年 ICEJ成立以來，已經協助超過 16萬名猶太移民從

世界各地回歸以色列，這項事工在 2021 年仍將持續大幅擴

張。請支持 ICEJ在猶太回歸事工上的努力，在未來的日子裡，

協助我們將更多猶太人帶回以色列。 

新聞作者與出處：ICEJ 副總裁兼媒體資深發言人大衛．帕森

斯牧師(David R. Parsons) 

新聞日期：2021/03/16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以西結書 37:21 

要對他們說，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將以色列人說他們所到

的各國收取，又從四圍聚集他們，引導他們歸回本地。 

禱告方向： 

為 ICEJ救援班機向主獻上感恩，有列國基督徒的熱心禱告與

奉獻支持，並與神同工幫助許多猶太人歸回以色列，我們禱

告能有更多教會一起參與，神向教會揭開祂引領猶太人回家

的更深心意，並繼續使用 ICEJ成就神榮耀的工作。讓我們也

繼續為此次 226名俄羅斯阿利亞回歸後的生活適應代禱，求

主賜福阿利亞並堅立 ICEJ與猶太事務局手上的工作！ 

https://p.ecpay.com.tw/8DA7B


搶救新死海古卷 

在英勇的搶救行動後， 

發現聖經先知書的新《死海古卷》碎片 

以色列文物局(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IAA)在週二(3/16)宣

布：在相隔約 60年後又再度發現幾十片聖經古卷碎片，他們

稱這是一次「複雜又具有挑戰性的國家考古行動」。 

「新的」死海古卷碎片包含《十二小先知書》(Book of 12 Minor 

Prophets)的部分內容，其中包括《撒迦利亞書》和《拿鴻書》。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Qfh5sN4wk0?feature=oembed


 

「你們所當行的是這樣：各人與鄰舍說話誠實，在城門口按

至理判斷，使人和睦。誰都不可心裏謀害鄰舍，也不可喜愛

起假誓，因為這些事都為我所恨惡。這是耶和華說的。」 這

段出自撒迦利亞書 8章 16到 17節的經文就是當中一處文字

例子。 

儘管大多數文本是用希臘文寫成的，但上帝的名字還是用古

希伯來文書寫，在耶路撒冷第一聖殿時期，這是相當為人熟

知的做法。 

 

據信猶太人在將近 1900 年前為了反抗羅馬帝國統治，將這

批古卷深藏於此。 

 

在這次大規模的國家行動中，考古學家和志工為了防止文物

遭到盜竊，緊抓著垂降繩索，從恐怖洞穴(The Cave of Horror)

中找回這些古卷碎片。 

 

以色列文物局防盜部門主管阿米爾·加納爾(Amir Ganor)表示 

：「多年來，我們一直在追捕這些文物掠劫者。最後我們決

定搶先一步，在這些盜賊將文物清出地面和山洞之前，設法

先取得這些文物。」 

 

從 2017 年開始，以色列文物局就與猶大和撒瑪利亞地區

(Judea and Samaria)的民政單位合作，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事務

和遺產部(Ministry of Jerusalem Affairs and Heritage)的資助下，

積極探查這些洞穴，希望在猶大曠野(Judean Desert)找回這批

文物。 

 



 

發起這次國家行動的以色列文物局主任以色列·哈森(Israel 

Hasson)表示：「這次國家行動的目的，就是要從劫掠者手中

搶救這批珍貴的重要遺產。」 

 

哈森認為，這批古卷碎片是「對國家的一記警鐘」，國家必

須妥善分配資源來完成「這次歷史性的重要行動」。他表示，

他們要確保在劫掠者發現之前，就設法發掘和找出所有文物。 

 

哈森在一項聲明中表示：「這個沙漠團隊展現過人的勇氣、

奉獻精神，以及對目標的熱忱投入，他們以繩索垂降到位於

天與地之間的洞穴內，在當中挖掘並篩出這些文物，還要忍

受厚重得令人窒息的塵土，只為了帶回人類的無價寶藏。」。 

 

考古學家還發現在「猶太人巴柯巴起義」(Jewish Bar Kokhba 

Revolt)時期的一批錢幣、一具 6,000 年歷史的木乃伊化兒童

屍骨，以及一個超過 1萬年歷史且保存完好的編織籃，這可

能是世界上最古老且完整的籃子。 

 

以色列文物局表示，到目前為止，已使用無人機、垂降工具

和登山設備對大約 80 公里(將近 50 英里)的洞穴進行探查。

並在某些洞穴中進行包括動物學和生物學方面的考古挖掘。 

 

有數十名青年和其他參與國防役計畫的年輕人一同參與這

次的考古挖掘工作。 

 



 

《死海古卷》是在 70多年前首次發現的，是目前已知最古老

的聖經抄本。由於洞穴內的氣候條件能夠保存這些古老又珍

貴的文物。因此，這些古物一直是劫掠者下手的目標。 

 

猶大和撒瑪利亞地區(Judea and Samaria)民政單位考古部門

負責人哈納亞·希茲米(Hananya Hizmi)在一項聲明中表示，早

在 1940年代後期，他們就意識到，「隨著死海古卷的首次發

現，以色列地確實存在著古老人類的文化遺跡和遺產」。 

 

希茲米表示：「目前在這次國家行動中，延續先前的計畫，

已經發掘且出土新的發現與證據，能夠進一步揭示這個地區

的不同時期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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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24:32-35 

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

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

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

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 

 

禱告方向： 

願以色列有更多猶太與阿拉伯百姓視神的話語為寶藏，我們

為普世大眾將神的話語銘刻在心裡禱告，神的話語是活潑大

有功效的，為教會禱告，主將祂的話語成為神子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吸引萬民就近祂。禱告以色列百姓渴慕神的話語，

在祂話語中更多地認識神自己。我們禱告在末後時刻，神的

靈澆灌凡有血氣的，使更多人遇見神得救贖，使生命恢復與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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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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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j.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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