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什麼是以色列？ (上) 

 

每一個信徒和每一個教會都應該支持猶太民族和人民的十

個理由！ 

 

毫無疑問，以色列今天得到福音派運動人士越來越多的支持。

有時這種支持很少被理解，特別是幾個世紀以來，教會一直

在努力理解「猶太人問題」，甚至對「上帝的選民」表現出

反對和煽動激進的反猶太主義。他們教導說上帝和猶太人關

係已結束了。然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問

題仍然存在：我們今天為什麼支持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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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上帝愛以色列！ 

 

先知耶利米非常清楚地說：「脫離刀劍的曾在曠野蒙恩……，」

耶和華從古到今向我顯現，說：「是的，我以永遠的愛愛你；

所以我以慈愛吸引你。以色列民哪，我要再建立你，你就被

建立。」 (耶利米書 31:2-4) 在經過審判的季節(『劍』)以後，

上帝的目的是以他「永遠的愛」重建以色列。請注意，這是

一種永遠的愛……永不停息，永無止境！正是這愛生髮出上帝

對以色列的計劃(申命記 7:7)，並且這愛也將帶領以色列到達

榮耀的終點(羅馬書 11:25-28)。 

 

有人曾經問我：「上帝怎麼能愛像以色列這樣有罪的國家

呢？」 答案很簡單：上帝以同樣無條件的愛對待教會。的確，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羅馬書 5:8) 



 

所以這裡有一個簡單的規則給所有的信徒：我們應該愛耶穌

所愛的。你對以色列的愛如何？單單求神給你他對猶太人的

愛吧！ 

 

原因二：上帝是守約的上帝！ 

 

上帝以一個誓約，堅定了他的應許，要將迦南地賜給以色列

人。在「創世紀」中，我們讀到上帝如何向亞伯拉罕顯現，

應許給他一片土地和他的後代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亞伯拉

罕回答說：「我怎麼能確定你真的會這樣做呢？」 作為回應，

上帝以一個燃燒的火把經過獻祭的動物，以與亞伯拉罕立約

的方式封存了對這片土地的應許。 (創世記 15:17-18)。 

 

上帝的一個主要特徵是他是守約的神。在過去，一些基督徒

堅信上帝改變了他對以色列的心意，放棄了他們，並與教會，

即「新以色列」，建立了一個新的約。但這對今天的每個信

徒來說都是災難性的消息。因我們的每一個罪，冷淡或缺乏

承諾，我們是否需要擔心上帝也會改變對我們的心意呢？不，

因為「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

(提摩太后書 2:13) 因此，對以色列和教會來說，最大的盼望

就是神永遠信守他的約，直到永遠！ 

 

原因三：上帝以他的名字為聖！ 

 

先知以西結在以西結書 36 章有力地描述了上帝如何將在最

後的日子裡恢復以色列的土地和人民。 



 

當他在(異像中)看見他們從列國回來，被聖靈充滿，他給出了

一個清晰的理由上帝為什麼如此行：「我卻顧惜我的聖名、

就是以色列家在所到的列國中所褻瀆的。」 (以西結 36:21) 

就對以色列說：「……我行這事不是為你們，乃是為我的聖

名……我要使我的大名顯為聖……我在他們眼前，在你們身上

顯為聖的時候，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 這是主耶和華說

的 。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

歸回本地。」(以西結 36:23-24) 

 

令人相當驚訝的是，即使在以色列成立 73 年後，世界媒體仍

然如此關注它。正如瑞士神學家卡爾·巴特在 1967 年所說：

「現在你可以在報紙上看到，上帝正在實現他的應許。」 或

如以西結所說，上帝在全世界面前，將他的名分別為聖。通

過以色列，世界可以看到上帝仍然活著，他是一位信守諾言

的上帝！所以無論何時你們禱告主的禱告說，「願你的名為

聖」，也要為以色列禱告，為上帝對他們的信實禱告。 

 

原因四：以色列是教會復興和未來祝福的關鍵！ 

 

據使徒保羅所記，以色列的全面復興將釋放一個前所未有的

對教會的祝福。在羅馬書 11 章中，保羅作了兩個最驚人的陳

述：「若他們的過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

人的富足。何況他們的豐滿呢？」(羅馬書 11:12)；「若他們

被丟棄、天下就得與 神和好，他們被收納，豈不是死而復

生麼？」(羅馬書 11:15) 

 



 

保羅幾乎把它當作一個數學公式。看著以色列的淪陷或失敗

以及被拋棄，他仍然看到「外邦人的富足」 和「世界與神和

好」的祝福被釋放。然後，他期待著以色列未來的完全和被

接納，並預見到一個更偉大的釋放，就是「死而復生」的世

界。 

 

約翰衛斯理評論這段經文：「如此多的預言提到這一重大事

件，如果還有基督徒會懷疑，我會非常驚訝。當預言成就時，

將是一個帶來對舊約和新約啟示的強大證明，無疑將說服許

多人……它將給這個已經死了的世界帶來滿溢的生命力。」 

 

在使徒行傳 3:19-20 中，彼得也看到一個靈命恢復的以色列

將使「那安舒的日子、就必從主面前來到，」「等到萬物復

興的時候，」基督就會再來。這意味著以色列的複興對每一

個渴望神膏抹的人都是關鍵，這膏抹是神為教會已經預備的。

或者換一種說法：如果你渴望復興，請為以色列禱告！ 

 

原因五：我們欠猶太人的！ 

 

保羅在給羅馬人的信中記述了他在馬其頓教會的日子。他們

為耶路撒冷的「窮聖徒」慷慨地獻上愛心奉獻。這是一份如

此豐盛的禮物，保羅決定親自送到耶路撒冷。但他們為什麼

要付出這麼多？保羅解釋說：「因為馬其頓和亞該亞人樂意

湊出捐項，給耶路撒冷聖徒中的窮人。這固然是他們樂意的，

其實也算是所欠的債，因外邦人既然在他們屬靈的好處上有

分，就當把養身之物供給他們。」(羅馬書 15:26-27) 

 



 

 

 

馬其頓的信徒明白一個重要的原則。救恩是從猶太人而來(約

翰福音 4:22)，作為回報，他們有義務獻上感謝的禮物。我們

需要記住，耶穌是猶太人，聖經的作者都是以色列人，而今

天定義我們信仰的一切，甚至耶穌的犧牲和聖靈的臨到，都

是透過猶太人並且在以色列發生的。因此，耶穌自己宣稱：

「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約翰福音 4:22)。你曾向神的

子民表示感謝，感謝他們將神永恆的恩典帶給我們嗎？如果

沒有，我鼓勵你以馬其頓為榜樣，向以色列表示感謝。 

 

新聞出處：ICEJ 總裁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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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羅馬書 11:11-15 

我且說，他們失腳是要他們跌倒嗎？斷乎不是！反倒因他們

的過失，救恩便臨到外邦人，要激動他們發憤。若他們的過

失為天下的富足，他們的缺乏為外邦人的富足，何況他們的

豐滿呢？我對你們外邦人說這話；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

以敬重我的職分，或者可以激動我骨肉之親發憤，好救他們

一些人。若他們被丟棄，天下就得與神和好，他們被收納，

豈不是死而復生嗎？ 

 

禱告 

請為我們自己和教會的屬靈眼睛得以打開禱告，明白以色列

在神眼中的地位和角色！因此可以照著神的心意與主同工，

服事這世代的以色列和猶太人！ 

  



 

Netflix節目 - 我的非正統生活 

 

Netflix 關於時尚大亨朱莉亞哈特 (Julia Haart )的系列節目讓

宗教群體被冒犯。 

 

 
朱莉亞哈特在「我的非正統生活」中。(照片來源：NETFLIX) 

 

紐約 - 在整個九集連續劇中，Netflix 的新熱播劇「我的非正

統的生活」滿了肥皂劇的內容：細高跟鞋、前往漢普頓的直

升機和巴黎時裝週之旅。 

 

但這個連續劇也引發了東正教世界的複雜對話，因為該劇的

女主角深入地批評了她長大的習俗。而現在正是反猶太主義

日益猖獗的時候，所以這些批評尤其讓人感到不安。 



 

猶太推特、博客圈和社論/專欄版頁面上都充滿了專家評論，

稱該節目是他們見過的最糟糕的或最好的事情。無論觀點如

何，似乎每個人都對朱莉亞哈特有自己的看法，她在紐約極

端正統派集中的蒙西區(Monsey)哈雷迪猶太教社區的長大，

在極端正統派哈雷迪猶太教的女子小學及初中上學，19 歲

時在社區內結婚，並有四個孩子。 

 

她 40 多歲決定改變令人窒息生活方式，並離開家去到曼哈

頓，她為了一位意大利企業家離開了她的丈夫，並成為了一

名鞋子的設計師，再轉而成為內衣品牌的創意總監，最終成

為模特經紀公司世界精英集團( Elite World Group) 的執行長

和共同擁有人。她穿著露乳溝的上衣和緊身褲，同時試著鼓

勵她的孩子們效仿，但其中有人更願意保持宗教信仰。 

 

「我從未像朱莉亞哈特所說的正統女性那樣感到受壓迫，」

莎拉伊科維茨(Sarah Ickovitz)告訴耶路撒冷郵報。「每個人都

有自己的經歷，但我也去了極端正統派哈雷迪猶太教的女子

小學及初中上學，但我可以說朱莉亞哈特聲稱女性不能自由

地成為她們想要的樣子是不正確的。」 

 

「我上過大學，從來沒有覺得我不能做某件事，是因為我是

一名正統猶太教女性，」35 歲的伊科維茨(她住在布魯克林

是三個孩子的母親)繼續說道。「我喜歡宗教引導我們的方式。

我喜歡我是一位公主並穿著那樣的衣服。」 

 

  



 

為了展現朱莉亞哈特故事的反面，「Normal Frum Women」

播客的聯合主持人兼 Mishpacha 雜誌 (註: 是正統猶太世

界的主要暢銷雜誌 ) 的專欄作家亞歷珊卓．弗萊舍 

(Alexandra Flesshe) 在社交媒體上發起了「我的正統生活」

(#MyOrthodoxLife) 話題標籤，一夜之間就火了。正統女性在 

IＧ、推特和臉書上發布關於她們如何在外生活，和在世界上

領導著有影響力的事業，絲毫沒有被壓制。 

 

伊科維茨說她渴望參與社交媒體潮流，並指出她選擇加入哈

特逃離的同一個世界。 

 

「九歲時，我的鄰居收養了一個寄養孩子。她 12 歲，我們

很快就成了朋友。她開始邀請我去吃安息日餐，我們整個安

息日都在玩。不久之後，我意識到缺少了一些東西，而且我

也想成為正統猶太教徒。正統猶太教是如此美麗。這就是我

想要過的生活方式。幸運的是，我的父母已經瘋到可以聽一

個九歲孩子的話。我媽媽和我不再穿褲子而是穿裙子了。我

們把整個廚房都改成了符合猶太潔食規定的方式，並開始遵

守安息日，」她在臉書帖子中回憶道，該帖子已收到近 500 

個贊。 

 

總部位於曼哈頓的正教猶太教育家底波拉．基格爾 (Devorah 

Kigel) 也用話題標籤分享了她的故事，但她告訴郵報她抵制

該節目。 

 



 

「我看了預告片，這對我的靈魂造成了足夠的傷害，」基格

爾說。「我已經從看過整個劇的人那裡聽到了足夠多的信息

來瞭解了。」 

 

基格爾表示擔心，該劇帶來對正統猶太教社區破壞性的刻版

印象可能會導致猶太人受到傷害或感到不安全。 

 

「對於普通美國人、世俗猶太人或非猶太人來說，他們對正

統猶太教生活的了解不多，」她說。「如果你住在紐約市，

那就有點不同了，我的門衛知道保持安息日 的律法。但更廣

泛地說，普通美國人只是從媒體那裡獲得關於我們的信息，

出於某種原因，好萊塢對我們著迷，」她繼續說道。「特別

是這個節目是非常捏造的，最讓我沮喪的是她對自己的成長

經歷並不誠實。」 

 

「人們會離開正統猶太教，那是他們的事，不是我的事。我

同情他們，我們不知道他們發生了什麼事。但事實上，她在

一個 Netflix 連續劇中故意捏造自己的生活和細節，這就是

問題所在。我非常了解哈雷迪猶太教的蒙西社區，在那裡她

無法接受世俗教育只是謊言。我的女兒們也去了極端正統派

哈雷迪猶太教的女子小學及初中上學，並上了大學先修班的

課程，」基格爾繼續說道。 

 

「如果她只是說出她的真實故事，我會支持的。但 Netflix 賺

錢越來越瘋狂、越離譜和越挑釁。她走的是金卡戴珊的路線，

只是沒有品味。」 



 

基格爾說紀念聖殿被毀日是猶太歷上最悲傷的一天，上周是

紀念兩座聖殿被毀的日子，這給了她一天時間來反思這個節

目。 

 

「這是一個哀悼事實的日子，因為我們沒有聖殿，上帝和猶

太人不再那麼親近，而且我今年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感到

悲哀，因為這整個爭議 - 這個女人正在國家電視台上褻瀆上

帝和律法到一個程度，我認為以前從未發生過。離開你的生

活方式是你自己的選擇，但當你一起摧毀整個社區時就不行

了。」 

 

其他東正教猶太人對觀看節目持開放態度，但仍然呼應基格

爾關於製造許多細節的說法。 

 

拉比 - 巴克斯鮑姆(Shlomo Buxbaum) 是猶太學習非營利組

織 LEV Experience 的創始人兼主管，也是大華盛頓特區殘障

人士保証收入機構的前主管，他在接受「耶路撒冷郵報」採

訪時剛剛看完了第二集。 

 

「我要看完這個系列。我正在尋找優點和缺點。我認為它可

以兼而有之，」他說。 

 

「該劇是有可能對正統猶太教社區造成傷害。因為很多事情

被誇大了。她將她來自的社區描述為極端正統派，這根本不

是真的。她來自的社區可能與我的成長社區更相似，也就是

屬於更主流派的正統猶太教，」巴克斯鮑姆拉比繼續說道。 

 



 

巴克斯鮑姆說，他對節目本身的興趣不如對節目所引發的反

應那麼有興趣。 

 

「從中產生的對話非常有力。看到所有這些關於正統猶太教

生活之美的帖子真是太棒了，」他說。 

 

「但另一方面，我有一些朋友離開了社區，他們在家里或在

猶太學校有過糟糕的經歷。有時他們會回來。生活在主流正

統猶太教中可能有很多掙扎，但通常有一個地方可以讓他們

找到自己，而不必完全放棄這種生活方式，」巴克斯鮑姆繼

續說道。「為什麼不講那些故事？我們應該質疑這些節目，

而不僅僅是把一切都當成受傷的事實。」 

 

「再說，」他說，「有多少人會在觀看節目時突然退出正統

猶太教社區？如果你已經不喜歡正統猶太教的猶太人，那麼

你會喜歡這個節目，但無論如何你已經不喜歡正統猶太教的

猶太人了。這又會有多大程度來改變人？這還不清楚。」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7/2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約翰福音 4:23-24 

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

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神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

心靈和誠實拜他。 

 

提摩太前書 3:16 

大哉，敬虔的奧祕，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

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

榮耀裏。 

 

禱告 

求主使用這個Netflix的影集帶來更多猶太傳統宗教人士的深

思，可以明白真正的敬虔意義，並看到律法的核心乃是要領

人歸向耶穌！讓一波復興可以臨到長兄。 

  



 

以色列正式開通直飛摩洛哥的航班 

 

在以色列和摩洛哥關係正常化七個月後，以色列航空(El Al) 

和以斯雷航空(Israir)都在儀式上推出了他們的第一個特拉維

夫-馬拉喀什直飛航班。 

 

 
在飛往摩洛哥的首飛航班上，以斯雷航空的空服人員穿著節期服裝迎接乘客。

(照片來源：Courtesy) 

 

在兩國正式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七個月後，以色列和摩洛哥

之間的直航於週日(7/25)啟航。 

 

以色列航空和以斯雷航空 都在週日開通了飛往馬拉喀什的

首飛航班，並舉行這一歷史性航班的紀念儀式。 



 

去年 12 月，耶路撒冷和拉巴特(摩洛哥首都)在《亞伯拉罕協

議》之後同意實現關係正常化。該協議是遵循與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巴林和蘇丹的類似協議。 

 

去年 12 月 22 日是兩國之間的首航，搭載了由當時的白宮

高級顧問賈里德．庫什納 (Jared Kushner) 率領的美國和以色

列代表團。本週日的航班則標誌著商業旅行、正常航班的開

始。 

 

以斯雷航空的航班於上午 8 點 15 分離開以色列，空姐身

穿傳統摩洛哥傳統服裝，機上供應摩洛哥美食，超市大亨拉

米．列維 (Rami Levy) 是乘客之一。 

 

而上午 11:20 起飛的 以色列航空航班則裝飾著摩洛哥國旗

和地毯。 

 

以色列旅遊部長尤爾．拉茲沃佐夫 (Yoel Razvozov) 說：「我

們將繼續建造基礎設施，創新旅遊景點，當我們戰勝冠狀病

毒後，將帶動整個以色列旅遊業。以色列-摩洛哥航線是一條

重要的、意義深遠的線路，將有助於促進兩國之間的旅遊、

貿易、經濟和政治合作協議。所有這些都將有助於充實國庫，

提昇生活品質。」 

 

飛往馬拉喀什梅納拉機場的航班大約需要五個半小時，每張

機票起價為 500 美元。以色列航空和以斯雷航空每週將提

供三個航班。 

 



 

阿基亞以色列航空(Arkia)計劃於 8 月 3 日開通特拉維夫和

馬拉喀什之間的航班，摩洛哥皇家航空(摩洛哥官方航空公司)

也將在下個月開通航班。 

 

以色列航空和以斯雷航空預計將從 8 月 10 日開始每週有兩

趟航班飛往卡薩布蘭卡，每家公司每週共有五個航班往返卡

薩布蘭卡。 

 

許多以色列人期待著參觀這個歷史上重要的猶太中心。1948 

年至 1964 年間，超過 300,000 名猶太人從摩洛哥移民到以

色列，現在有 100 萬以色列人擁有摩洛哥血統。據估計，今

天仍有 3,000 名猶太人住在摩洛哥。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7/25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以色列的以斯雷航空公司(Israir)班機，25 日展開以色列和摩洛哥去年關係正常

化以來的首班直航。(資料照 / 美聯社 / 達志影像) 

 

 

經文及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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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為「亞伯拉罕協定」能在這世代成就感謝主！求主賜福以色

列與摩洛哥的關係要建立在磐石上，成為真正互相祝福、支

持與幫助的盟友！ 

  



 

奧運被殺的以色列受害者 

在東京開幕式被尊榮 

在奧運會開幕式上，首次為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殺害的 11 

名以色列運動員默哀；受害者的遺孀說：「這是我們長久等

待的時刻」 

 

 
11 名以色列慕尼黑奧運會遇難者。 

 

以色列運動員在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上被屠殺，四十九年

後，週五的 2020 年東京奧運開幕式首次對恐怖襲擊中喪生

者舉行官方的紀念。 

 

人們向在這場大屠殺中和整個奧運歷史上失去的人表示敬

意。特別提到了在慕尼黑奧運會上遇難的以色列代表團。 



 

體育場內舉行了默哀儀式，同時還舉行了向死者致敬的舞蹈

表演。 

 

播音員說：「我們特別紀念那些在奧運會期間喪生的人。有

一個團體在我們的記憶中仍然佔有重要地位，代表著我們在

奧運會上失去的所有人：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以色列代表

團的成員。」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上的襲擊事件， 11 名以色列運動員

被巴勒斯坦黑色九月恐怖組織殺害。其中兩名以色列人是在

奧運村被殺害，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綁架了另外 9 人，並要求

釋放數百名巴勒斯坦囚犯，以及兩名著名的西德左派激進分

子。 

 

在德國安全部隊試圖奪回人質的行動失敗後，巴勒斯坦人將

武器轉向以色列人，將他們全部殺死。 

 

這 11 名遇難者是大衛．伯傑、澤夫．弗里德曼、約瑟夫．古

特弗羅因德、摩西．溫伯格、約瑟夫．羅馬諾、馬克．斯拉

文、埃利澤．哈芬、雅科夫．斯普林格、安德烈．斯皮策、

阿米祖爾.夏皮拉和 凱哈特.紹爾。他們的個人故事可以在 

2014 年的這篇博文中閱讀。 

 

他們要參加的項目包括：摔跤、擊劍、舉重和田徑比賽。 

 

多年來，慕尼黑遇難者家屬一直在爭取國際奧委會對死者有

更大的公開承認儀式。 

https://blogs.timesofisrael.com/remembering-the-munich-11/


 

 國際奧委會因拒絕在 2012 年倫敦奧運會(襲擊發生 40 年

後)的開幕式上，為以色列遇難者默哀而受到批評。 

 

遺孀安姬．斯皮策 (Ankie Spitzer )和 伊拉娜．羅馬諾(Ilana 

Romano)出席了周五的儀式。 

 

兩人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終於為在慕尼黑被謀殺的丈夫、

兒子和父親伸張正義了。我們經歷了 49 年的奮鬥，從未放

棄。我們忍不住淚流滿面。這是我們一直在等待的時刻。」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 1972 年慕尼黑大屠殺中遇害的安德烈．斯皮策和約

瑟夫．羅馬諾的遺孀安姬．斯皮策和伊拉娜．羅馬諾參加了 2020 年東京奧運

會開幕式。(Courtesy) 

 

2016 年，在德國國際奧委會主席 - 托馬斯．巴赫的帶領下，

里約奧運會期間首次舉行了追悼會(但沒有在開幕式上)。 



 

在兩名遇難者遺孀和幾位以色列隊員的注視下，巴赫當時表

示，慕尼黑大屠殺「不僅是對我們奧運同胞的攻擊，也是對

奧運村所代表的價值觀的攻擊。」 

 

 
2016 年 8 月 3 日星期三，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夏季奧運會前夕，在 1972 

年慕尼黑奧運會上，被巴勒斯坦槍手殺害的以色列奧運運動員的遺孀，伊拉

娜．羅馬諾(中)和安姬．斯皮策(右)，出席為其丈夫舉行的紀念會。(美聯社照片

/Edgard Garrido，Pool) 

 

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讚揚了這一舉動。 

 

「今天，在奧運會上，第一次為慕尼黑奧運會以色列代表團

的 11 名成員被屠殺事件舉行正式紀念活動。我為這個重要

的歷史時刻鼓掌，」他說。「願他們的回憶成為一種祝福。」 

 

以色列奧委會主席伊加爾．卡爾米表示，以色列對 2021 年

的紀念活動表示「感激」。 



 

「國際奧委會滿足了 11名以色列慕尼黑遇難者家屬的心願，

並在今晚的開幕式上勇敢地紀念[他們]。」他在一份聲明中說。 

 

 
2021 年 7 月 23 日，在東京奧林匹克體育場舉行的 2020 年東京奧運會開幕

式上，以色列旗手 Hanna Minenko(左)和 Yakov Toumarkin 率領代表團。(攝

影：Ben STANSALL / AFP) 

 

他說，德國國際奧委會主席 - 托馬斯．巴赫曾向死者家屬承

諾，「奧林匹克運動將在 49 年後，首次紀念慕尼黑的 11 名

遇難者。他答應了，並且信守承諾。」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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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37:1-6 

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義的生出嫉妒。 因

為他們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乾。你當倚靠耶和華

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又要以耶和華為樂，

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給你。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

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

明如正午。 

 

禱告 

為在 1972 年奧運會前夕罹難受害的 11 位以色列運動員和

家屬禱告，願家屬心中的傷慟得到安慰，受難者的名得到紀

念，施暴者能夠認罪悔改，歸向獨一的真神，願神的真光照

亮每個人心中的黑暗，為世人帶來永遠的和平。 

  



 

以色列將是第一個測試 

COVID-19 口服疫苗的國家 

 

奧拉瓦克斯醫療科技公司(Oravax Medical)在特拉維夫的索拉

斯凱(Sourasky)醫療中心準備開始進行臨床試驗。 

 

 
藥丸(照片來源：INGIMAGE / ASAP) 

 

奧拉梅德製藥公司(Oramed Pharmaceutical)執行長納達夫・

基德倫(Nadav Kidron)告訴耶路撒冷郵報，以色列將成為世上

第一個測試由該公司研發 COVID-19 口服疫苗的國家。 

 

  



 

奧拉梅德製藥公司的子公司奧拉瓦克斯(Oravax Medical)在獲

得位於特拉維夫的索拉斯凱醫療中心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的批准後，將會進行該公司研發之

疫苗的臨床實驗。現階段正在等待衛生部的批准，預計會在

幾週內進行。 

 

奧拉瓦克斯(Oravax)在歐洲製造的數千顆膠囊已經通過了優

良製造標準(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這些膠囊將

用於以色列臨床試驗，之後也會推行在其他國家。 

 

 
奧拉梅德製藥公司(Oramed Pharmaceuticals)執行長納達夫・基德倫(Nadav 

Kidron)照片 

 

奧拉梅德是一間所研發之藥品處在臨床階段的製藥公司，以

耶路撒冷的哈大沙醫療中心 (Hadassah-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之開發技術為基礎。今年 3 月，奧拉梅德製藥公司宣

布與印度普雷瑪(Premas)生物科技公司合資開發一種新型口

服疫苗。他們共同成立了奧拉瓦克斯(Oravax)公司。 



 

該疫苗的研發是透過奧拉梅德的 POD 口服給藥專利技術

(POD，Protein Oral Delivery)和普雷瑪的疫苗技術。 

 

奧拉梅德的技術是以口服蛋白質療法為根基，否則這些療法

過往皆需通過注射得以進行。奧拉梅德製藥公司正在通過美

國食品藥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第三階

段的臨床實驗，針對第 1 型及第 2 型糖尿病的口服胰島素膠

囊測試。 

 

從 3 月開始，普雷瑪生物科技公司公司一直致力於開發針對

新冠狀病毒的疫苗。 

 

基德倫說，奧拉瓦克斯的新疫苗針對新冠狀病毒三種蛋白質

結構研發而成，與目前市面上莫德納(Moderna)和輝瑞(Pfizer)

只針對的單一棘蛋白(spike prote)的疫苗研發是不同的。 

 

因此「這種疫苗對 COVID-19 的變體更具有抵抗力」他說。

「即使病毒通過一條防線，還有第二條防線，如果通過第二

條防線，也還有第三條防線。」 

 

該疫苗正在針對 COVID-19 的變體，包括 Delta 病毒(印度變

種病毒株)，進行臨床前研究測試。 

 

該公司完成了一項動物試驗，發現該疫苗促進了免疫球蛋白

G (IgG， Immunoglobulin G)抗體和免疫球蛋白 A(IgA，

Immunoglobulin A)的發展。免疫球蛋白 A 是提供長期免疫所

必需的抗體。 



 

奧拉瓦克斯希望在索拉斯凱(Sourasky)醫療中心推動第一期

及第二期的試驗計畫，預計邀請 24 名尚未接種疫苗的志願

者參與試驗。基德倫說，會將志願者平分成兩組，第一組會

服用一顆膠囊，第二組則是服用兩顆膠囊，並補充說明此次

並不會加上安慰劑組別(placebo group)，因為試驗的目標是測

量抗體水平和其他免疫指標。 

 

「我們的想法是證明『口服疫苗對人體是有效的』的這個概

念。」他說。「我祈禱並希望我們能做到。試著想像一下，

我們可以給某人口服疫苗膠囊，當他們服用後，就完成疫苗

接種。這將是全世界的一場革命。」  

 

當這個概念被證明後，「世界將被打開一扇新的門。」基德

倫說。 

 

「COVID-19 口服疫苗將快速且大規模的解決很多的問題，也

有極大的可能使人們能自行在家中接種疫苗。」他告訴耶路

撒冷郵報。「雖然現在對政府行政部門而言最重要的是加快

疫苗接種率，然而在這情況下口服疫苗顯得更有價值，因爲

COVID-19 口服疫苗的使用，將能如同每年施打流感疫苗般，

更加的普及。」 

 

基德倫說，口服疫苗的優勢不僅僅在於安全性和有效性，更

因為口服疫苗的副作用相對起來比較少。 

 



 

這種疫苗可以在冰箱的溫度下運輸，甚至也可以在室溫下存

放，「這樣將更容易在世界任何地方取得疫苗。」他補充說

道。 

 

以及此口服疫苗不需要專業人士的管理。 

 

第一期及第二期試驗時間，預計將從招募到接種志願者後算

起，大約需要六週時間。 

 

如果試驗成功，基德倫表示他計劃加快疫苗研發的速度，以

便在此時最需要疫苗的國家中獲得緊急使用批准，例如南美

洲那些還未獲得足夠疫苗數量的國家。 

 

基德倫表示公司將在有限數量的志願者中進行第三期試驗，

並首先尋求在「新興市場」之一的國家中獲得批准，接著才

尋求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授權。 

 

「以色列、美國和其他一些較富裕的國家是第一批獲得輝瑞

和莫德納疫苗的國家」他說。「但在我看來，在這取得疫苗

的比賽中落後的人，反而將成為第一個獲得口服疫苗的人。」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1/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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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3: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使徒行傳 20:35 

我凡事給你們做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的

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禱告 

為以色列向神獻上感謝，神不只加添他們智慧研發世界首創

的口服疫苗，更給他們一顆願意幫助需要的人的愛心，求神

賜福他們的付出，願他們行善不只做在人身上，更是做在神

的心上！ 

  



 

英國研究指出：學習障礙者感染

COVID-19 後有較高死亡可能性 

 

有學習障礙及腦性麻痺(Cerebral palsy)和唐氏綜合症(Down's 

syndrome)的人，感染 COVID-19 後，需要住院的可能性比其

他人多了五倍，死亡的可能性更高達八倍。 

 

 
由設計實驗室 Nanographics 創建的 SARS-CoV-2病毒顆粒的 3D 掃描(照片來源：

NANOGRAPHICS.AT/Handout via REUTERS) 

 

週四一項新的學術研究顯示，患有重度學習障礙的人，如果

感染 COVID-19 的話，更可能會出現嚴重的症狀和死亡的風

險。 

 



 

該研究發表在英國醫學期刊(BMJ，British Medical Journal)，報

告顯示有學習障礙、腦性麻痺及唐氏綜合症的人，感染

COVID-19 後，與英國其餘人口相比，需要住院治療的可能性

多了 5 倍，死亡的可能性更是其 8 倍。 

 

儘管統計數據確實指出學習障礙者染疫後的重症及致死風

險更高，但這並不表示學習障礙本身與病毒間存在因果關係，

儘管存在著共病症(comorbidity)的情況。此外，這種相關性也

被認為與這一族群在醫療健保方面處於較弱勢及不利的地

位有關。 

 

身心障礙者往往需要接受更多的照護，而且通常是終生都必

須接受醫療上的協助。然而，  這曾是中央健保署(NHS，

National Health System's)2019 年長期照護計劃的一部分，但

這計畫中早已存在著不平等的情況。 

 

值得注意和令人不安的是，該研究指出在疫情流行期間要求

遵守放棄急救 (DNACPR，Do Not Attempt 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的命令，因為許多人擔心會根據患者的年齡或

認知程度來決定接受治療的優先順序。 

 

儘管該研究本身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無法只根據醫療記錄

就斷定患者是否具有學習障礙，但它確實早已存在於醫學文

獻中，該研究指出，英國有學習障礙的人平均上比其他人早

20 年逝世。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該研究的作者，英國皇家精神科醫學院

(Royal College of Psychiatrists)的肯．考特尼(Ken Courtenay)和

挑戰行為基金會(Challenging Behaviour Foundation)的薇薇安．

庫柏(Vivien Cooper)指出，在疫情流行的期間，研究並幫助那

些有學習障礙的人得以免於住院和死亡的高風險是多麼重

要。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7/2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16:5 

耶和華有恩惠，有公義；我們的神以憐憫為懷。 

 

詩篇 107:20 

祂發命醫治他們，救他們脫離死亡。 

 

禱告 

恩惠、公義及憐憫的神，懇求神賜下醫治在疫情期間的所有

的患者，並求神格外保守這些身體有殘疾的人，將醫治及平

安澆灌在他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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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