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最新特效藥使新冠病患 

最快五天內康復 

 

以色列新冠特效藥的第二期臨床試驗（The Phase II trial）顯

示，30 位中度至重度新冠肺炎患者中服用藥物後，約有 29

位患者在幾天內痊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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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患者服用艾伯教授（Nadir Arber）研發 COVID-19特效藥 EXO-CD24。（圖/擷

取自：伊契諾夫醫學中心發言人辦公室） 

 

位於特拉維夫索拉斯基醫學中心（Sourasky Medical Center）

團隊研發一種新特效藥使用在希臘幾家醫院 90 位新冠肺炎

重症患者身上，作為第二期臨床治療試驗，約 93%的患者服

藥後於五天或更短的時間內康復出院。 

 

第二期臨床試驗証實第一期臨床試驗的結果，就是去年冬天

在以色列進行的臨床試驗中，發現 30位之中的 29位中度至

重度新冠患者服藥後於幾天內得痊癒。 

 

「這項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驗證藥物的安全性」艾伯教授

（Nadir Arber）說道。「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在兩組患者當

中發現任何明顯的副作用。」 

 



 

這場臨床試驗於雅典進行，因以色列沒有足夠相關的新冠受

試患者。首席研究員為希臘衛生部的新冠病毒研究委員

（Sotiris Tsiodras）教授。 

 

艾柏教授和他的團隊，包括 Shiran Shapira博士，共同研發新

冠特效藥，奠基於艾柏教授已研究了 25年的 CD24蛋白，為

存在人體本身的蛋白質。 

 

「重要的是記得 20位新冠肺炎患者當中有 19位患者不需要

任何治療。」艾柏教授說道。「在 5-12天的空窗期後，約 5%

患者病情開始惡化。」 

 

病情惡化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免疫系統過度反應，它也稱為

「細胞激素風暴（cytokine storm）。」以新冠肺炎患者為例，

失控的免疫系統會開始攻擊肺部健康的細胞。 

 

「這正是我們的特效藥所對付的問題」他說道。 

 

CD24是一種黏附細胞膜上的微小蛋白質且它具有許多功能，

包括調節負責細胞激素風暴的機制。 

 

艾柏教授強調他們的特效藥—EXO-CD24，不會影響整個免疫

系統，而只針對特定機制，幫助再次恢復正常的平衡。 

 

「這是精準醫療（precision medicine）。」他說道。「我們非

常高興找到解決這種生理疾病的方法。」 

 



 

「舉例來說，類固醇會抑制整個免疫系統。」他進一步說明。 

 

「我們正藉由使用身體的內生機制，即體內本身具有的功能，

平衡負責細胞激素風暴的機制。」 

 

艾伯教授指出，這種特效藥的另一項突破是它的傳遞功能。 

 

「我們正使用外泌體（exosomes），為細胞膜裡非常微小的

囊泡，負責細胞間訊息交流。」他說道。 

 

他補充說明：「藉由設法將特效藥確實運送到需要的地方，

我們避免許多副作用。」 

 

研究團隊現在已經準備好進行最後階段的研究。 

 

「儘管臨床試驗初步的研究結果很有希望，不過直到將研究

結果與服用安慰劑的受試患者進行比對之前，沒有人可以確

定任何事情。」他說道。 

 

約有 155位新冠肺炎患者將會參與這項研究，三分之二的患

者將會服用特效藥，另外三分之一的患者則是服用安慰劑。 

 

接下來的研究將會在以色列進行，以及如果國內的受試患者

人數不夠，也可以在其他地方進行。 

 

「我們希望年底前完成這項研究。」艾柏教授說道。 

 



 

如果研究結果獲得證實，他相信將能夠以快速且低成本的方

式供應特效藥。 

 

「另外，這項研究的成功將可以為治療其他疾病鋪路」他總

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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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申命記 10:12 

以色列啊，現在耶和華─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

敬畏耶和華─你的神，遵行他的道，愛他，盡心盡性事奉他。 

 

詩篇 111: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聰明人。耶和

華是永遠當讚美的！ 

 

為這個特效藥的研發團隊感謝主，為這個特效藥上市前能有

足夠的測試時間和人數禱告，也為這個藥的副作用降到最低

仰望主的恩典和賜福！ 

 

 

 



 

猶太會堂集會得以豁免新綠色通行

證引發眾怒 

 

內閣幾位部長投票反對，抗議衛生部將開始對 12 歲以下兒

童進行血清學檢測（serological testing），以便將有抗體的兒

童納入綠色通行證系統。 

 

 
2021年 3月 3日，猶太男子在古什埃齊翁（Etzion Bloc）的埃弗拉（Efrat）猶

太會堂祈禱時戴著口罩。（Gershon Elinson/Flash90） 

 

內閣部長們週四晚上最後批准了一項計劃，該計劃將擴大綠

色通行證對集會的限制，為的是減少日漸增溫的新冠肺炎染

疫人數，儘管經過了 11個小時的討論，但對於給予宗教聚集

不受集會限制的這項決定仍存有疑慮。 

 

https://static.timesofisrael.com/www/uploads/2021/08/F210303GE01.jpg


 

從週日開始，根據綠色通行證系統規定，任何規模的室內外

聚會都只開放給接種過疫苗的人和曾染疫並康復的人或經

過篩檢呈現陰性的人，相關限制也將適用於飯店、餐廳和健

身房。 

 

雖然該計劃最初也適用在猶太會堂和其他宗教敬拜的場所，

但週四晚上提交給部長們投票的計劃，卻豁免少於 50 人的

祈禱聚集之限制，因此引起一些內閣成員的強烈批評。 

 

投票反對宗教豁免規則的人中有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

（ Yair Lapid）和財政部長阿維格多．李柏曼（ Avigdor 

Liberman），本週兩人因未參與新冠內閣會議受到抨擊。 

 

豁免宗教聚集限制的決定源於衛生部長尼贊．霍洛維茲

（Nitzan Horowitz）和副檢察長拉茨．尼茲里（Raz Nizri）之

間的協議，後者對於禁止未接種疫苗的人參與祈禱是否間接

限制其宗教自由感到擔憂。 

 

其他部長們對於未在會議前被告知此決定感到很生氣。與拉

皮德和李柏曼一起投反對票的是公眾安全部長奧默．巴列夫

（Omer Barlev）、教育部長伊法特．沙沙－比頓（Yifat Shasha-

Biton）和經濟部長奧娜．巴比瓦伊（Orna Barbivai）。 

 

同時，李柏曼對他與拉皮德因沒有參與高級別新冠內閣會議

遭致批評作出回應，指稱當時的會議，財政部由擔任庫務部

部長的哈馬德．阿馬爾（Hamad Amar）代表出席。 

 



 

 
財政部長阿維格多．李柏曼（Avigdor Liberman）於 2021年 7月 26日在耶路撒

冷議會舉行的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Yisrael Beytenu）黨派會議上發表言論。

（圖片來源：約拿坦．辛德爾（Yonatan Sindel）/Flash90） 

 

李柏曼還表示，專業人士做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決定並得

到政界人士的支持很重要。 

 

內閣投票最終批准了週二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決策，將綠色

通行證擴大到所有集會，而不只是目前所規範之 100人以上

的集會。 

 

綠色通行證制度將在 8 月 20 日進一步擴大，適用對象將新

增 12歲以下的兒童，但為了讓衛生部能建立一個檢測系統，

時間上必定會有些遲延。 

 



 

衛生部週四表示，將從下週開始前導檢驗測試，為兒童提供

血清學檢測，以發現那些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感染新冠肺

炎的孩童，並找出具有顯著抗體水平的人。 

 

這些兒童將被納入綠色通行證系統，若未來暴露在已知病毒

帶原者旁，也無需再進行隔離。 

 

該系統日前在埃拉德（Elad）、貝內貝拉克（Bnei Brak）、莫

迪因伊利特（Modiin Illit）和貝特謝梅什（Beit Shemesh）進

行測試，這些城市是有著大量新冠肺炎病例的極端正統猶太

教徒居住的城市。 

 
示意圖：2020年 7月 10日，以色列警察在貝特謝梅什（Beit Shemesh）赫弗茲

巴（Hephzibah）社區設路障進行封鎖，試圖防止新冠肺炎的傳播。（圖片來

源：約拿坦．辛德爾（Yonatan Sindel）/Flash90） 

 

極端正統猶太教學校從 8月 8日開始新的學年度，而其他學

校則從 9月 1日開始。 



 

週二，新冠內閣會議還批准一系列規定，戶外 100人以上的

聚會必須戴口罩；在職工作的公務人員數量將縮減 50%，並

鼓勵私營企業允許員工在家工作；照護 12 歲以下受感染兒

童並接種疫苗的照顧者必須進行自我隔離。 

 

 
2021年 8月 5日，警察在耶路撒冷執行新冠肺炎緊急政策。（圖片來源：約拿

坦．辛德爾（Yonatan Sindel）/Flash90） 

 

根據政府聲明，政府還計劃加強宣導以色列人停止「握手、

擁抱和親吻，並避免在室內進行不必要的聚會」。也鼓勵 60

歲以上的人盡量不參與聚會以及不與尚未接種疫苗的人待

在同一個空間。 

 

新的限制措施是為了減緩新冠肺炎的再度爆發，這波疫情的

捲土重來歸咎於快速傳播的印度變種病毒（Delta variant）。 

 



 

週四早些時候，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向

人民保證，儘管有相反的報導，但以色列確實擁有足量的疫

苗。 

 

「針對以色列目前和未來的需求，我們都有足夠的疫苗庫存。

最近還會有幾批疫苗到達以色列；也將繼續下去。」總理辦

公室發表聲明。 

 

總理辦公室聲明表示：「出於保密條件，我們不能公開以色

列疫苗庫存量和還在運輸中的疫苗確切數量。」 

 

週四晚上，公共衛生服務部門負責人莎倫．阿爾羅伊－普萊

斯 （Sharon Alroy-Preis）博士在接受電視頻道 12（Channel 

12）新聞採訪時表示，疫苗施打預約可能會延遲幾天，但疫

苗供應不會用完。 

 

 
2021年 8月 4日，阿米勾（Amigor）老年照護機構的一名居民接種第三劑新冠

肺炎疫苗。（圖片來源：約拿坦．辛德爾（Yonatan Sindel）/Flash90） 



 

阿爾羅伊－普萊斯（Alroy-Preis）博士還表示，9月時逢猶太

傳統節期，然而全國性封鎖依然不可避免。 

 

「這顯然是一種選擇，但這選擇掌握在我們手中。」她說。

並補充提到，目前衛生部的規定不會大幅降低感染率，但卻

是在為兒童和青少年「爭取接種疫苗的時間」，並為 60歲以

上的老年人加強接種疫苗。 

 

「封鎖不是一種策略，而是一種方法，是你試圖避免的一步，

除非你真的、真的必須［使用它］。」阿爾羅伊－普萊斯（Alroy-

Preis）博士說。「現在我們不必這樣做。我們需要的是加速

讓更多人接種疫苗。」 

 

電視頻道 12 新聞報導，預計將有數十萬支輝瑞（Pfizer）疫

苗於週六晚上抵達以色列。 

 

自新規定於週日正式啟動後，60歲以上的人對第三劑新冠肺

炎疫苗的需求量很高。根據衛生部的最新數據，截至週四晚

上，有 295,585人接受了第三劑疫苗注射。60歲以上的年齡

層就佔成年人的近五分之一的人數。 

 

截至週四晚上，以色列有 25,467例的新冠肺炎染疫病例，其

中 461人住院治療，262人有重症反應，51人使用呼吸器。

自週日以來，以色列已有 32名新冠肺炎患者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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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3:5-6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

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求神賜給以色列內閣和睦的靈，幫助他們能同心合意；懇求

聖靈引導他們的心，尋求和仰望賜智慧的父神會指引他們，

並賜下屬天的策略，使以色列安然渡過增溫的疫情。 

  



 

黎巴嫩總統嚴厲譴責以色列 

用火箭彈報復 

 

奧恩堅稱，用空軍來回應基耶施摩納的襲擊是「自 2006年以

來首次有這樣的行動」，這也「公然且危險地違反」終結 2006

年戰爭的聯合國決議。 

 

 
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Michel Aoun）於 2019年 11月 21日在黎巴嫩貝魯

特以東的巴卜達總統府向全國發表講話。（Dalati Nohra，美聯社） 

 

週四，黎巴嫩總統米歇爾．奧恩（Michel Aoun）譴責以色列

「具有侵略性且意圖升級」，因為此前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

的一項目標發動空襲，用來回應來自黎巴嫩北部邊境的火箭

彈襲擊。 

 



 

而黎巴嫩這次空襲，是自 2014年以來，黎巴嫩南部軍方首次

公開承認的空襲。但根據報導，以色列空軍時常在黎巴嫩的

領空進行軍演，黎巴嫩譴責這侵犯了他們的主權。 

 

奧恩斷言：「以色列動用空軍來襲擊黎巴嫩的村莊。這是自

2006年以來的首次此類行動，這意味著對黎巴嫩的主權持續

性的威脅，當中存在正在升級的侵略性意圖。」 

 

奧恩表示，發生的事情公然且危險地違反安理會第 1701 號

決議，更直接威脅到南部的安全與穩定。他指出的決議是

2006年結束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戰爭的聯合國決議。 

 

以色列則表示，週三晚間對黎巴嫩的軍事目標進行襲擊，是

在回應以色列北部引爆火災的火箭彈襲擊。以色列軍方表示，

黎巴嫩境內的巴勒斯坦恐怖組織總共發射了三枚火箭彈，一

枚沒有射到邊界，而其他枚的火箭則降落在以色列境內的城

市旁邊。 

 

以色列軍方表示，他們認為「黎巴嫩這個國家」應該要對他

們主權領土上的襲擊負起責任。與此同時，貝魯特政府正在

經歷數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個國家正在處於崩潰邊

緣。 

 

週四，以色列邊界的那一端，消防員仍然在和火災奮鬥，火

災是由黎巴嫩發射的三枚火箭中的兩枚所引燃的。 

 



 

週三，以色列向黎巴嫩發射了 3輪約 100發的砲彈，來回擊

黎巴嫩這一次的襲擊，隨後以色列發動空襲。 

 

 
2021年 8月 4日的週三，以色列北部城鎮基耶施摩納附近，一枚從黎巴嫩發射

到以色列領土的火箭彈擊中了田地。 

 

目前還不清楚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恐怖組織真主黨，是否事先

早已知道或是有參與在這一場火箭彈襲擊。 

 

黎巴嫩正處於持續性的政治和經濟危機，這威脅著這個國家

的未來。惡性通貨膨脹使黎巴嫩里拉兌換美元，大幅貶值，

導致許多黎巴嫩人眼睜睜地看著他們的畢生積蓄瞬間蒸發。

一般的商品和藥物則是變得越來越珍貴。 

 

因著經濟崩潰，社會上的法律和秩序正在惡化。黎巴嫩人正

目睹不斷上升的小型犯罪，甚至武裝團體和安全部隊也爆發

暴力衝突。 



 

黎巴嫩的政治精英不滿和憤怒的情緒不斷上升。長期以來，

這個國家就只看得到拼拼湊湊的政府。即便在貝魯特的高級

地段，停電也十分常見 

 

週三（8/4），上千名哀痛的黎巴嫩人在紀念貝魯特港口爆炸

案的一周年，這場毀滅性的爆炸案，造成至少 214 人死亡，

更是對這個國家的心靈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傷害。 

 

政府官員在民眾的怒火浪潮中集體辭職，但一年後，黎巴嫩

的經濟持續惡化，但依舊沒有出現一個替代政府。 

 

根據當地媒體的報導，災難週年紀念日當天，貝魯特的大規

模集會遭到了黎巴嫩政府軍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的襲擊。 

 

 
2021年 8月 4日，貝魯特市中心的議會附近，黎巴嫩軍方和安全部隊與示威者

爆發衝突，一名黎巴嫩男子踢開催淚瓦斯罐。（法新社）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8/05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29:17 

黎巴嫩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不是只有一點點時候嗎？ 

 

為黎巴嫩的復興禱告，貝魯特爆炸案雖然深深影響經濟，但

是也因此有許多人渴慕福音而信主，我們也為黎巴嫩和以色

列有和睦有平安禱告！ 

  



 

孤兒和棄兒回家的故事 

 

 

 

本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迎來了另一架載有猶太家庭

返回以色列的回歸航班。這架航班來自巴黎，機上有 160名

法國猶太人，ICEJ贊助了其中 32名阿利亞的航程，他們希望

在這個猶太國家開始新的生活，遠離法國和其他地方日益高

漲的反猶太主義浪潮。 

 

猶太人回歸的真實故事 

 

有些人可能想知道為什麼需要幫助法國猶太人支付飛往以

色列的航班費用。一般的看法是，法國是一個富裕的國家，

大多數法國猶太人能夠負擔得起遷往以色列的費用。 



 

但現實情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期，大多數歷史悠

久的法國本土猶太社區被摧毀或驅逐。今天留在法國的其餘

50萬猶太人中，近四分之三的家庭在兩代以前來自北非，是

在該地區殖民起義期間逃到法國的。有許多阿拉伯穆斯林移

民與來自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猶太難民一起定居

在巴黎、馬賽和其他法國大城市的貧困社區。 

 

今天，這些北非猶太人和阿拉伯難民家庭，仍然共同生活在

這擁擠、貧窮的社區裡，在那裡他們仍然難以維持生計。在

過去的二十年裡，這些地區的猶太家庭受到反猶太主義的威

脅越來越大，特別是許多年輕的法國穆斯林被捲入激進的伊

斯蘭教和聖戰。 

 

即使在法國更繁榮的地區，猶太人也感到被圍困，特別是自

2015年《查理周刊》雜誌辦公室遭到恐怖襲擊和 Hyper Cache

猶太超市發生致命人質對峙以來。與歐洲其他許多猶太人社

區一樣，法國的猶太教堂、學校，博物館和社區中心都變成

了堡壘，外面有金屬探測器和全副武裝的警衛。 

 

因此，2000年左右，自第二次巴勒斯坦起義開始，在針對以

色列和猶太人的暴力抗議爆發以來，已有近 25 萬猶太人離

開法國。其中一些猶太移民選擇加入加拿大、澳大利亞或美

國不斷擴大的法國猶太人飛地，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以色列

作為他們的安全住所地。而現在來到以色列的許多人往往來

自更貧窮、更脆弱的猶太社區，他們最無力支付遷移到另一

個國家的費用。 

 



 

因此，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幫助他們返回以色列是我們的

特權，甚至是我們的道義責任。 

 

 

 

事實是，過去 140 年，返回以色列的近 400 萬猶太人中的

大多數都是貧民，急需幫助。從 1880 年開始，來自俄羅斯

南部的猶太人決定拋下一切並開始走向耶路撒冷，因為那是

他們魂縈夢繞的故鄉。大約在同一時間，古老的也門猶太社

區的猶太人也感受到了應許之地的吸引力，並帶著很少的行

李走向錫安。 

 

這符合先知以賽亞所宣告的末日聚集以色列的異象：「可怎

樣回答外邦的使者呢？必說：耶和華建立了錫安；他百姓中

的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以賽亞書 14:32）結果證明了，

這個預言成了現實。 

 



 

以色列於 1948 年獲得獨立後，這個年輕的國家將所有在英

國託管下被拒絕入境的歐洲猶太難民作為優先事項。重點是

仍然被困在歐洲各地難民營中的 250,000 名大屠殺倖存者。

這些主要是歐洲猶太人，他們在納粹大屠殺中失去了一切，

不僅是他們的家園和財富，還有他們的家人。許多人已沒有

一個活著的親戚。於是，一群身無分文的孤兒被轉移到一個

已經有 66萬人口的苦苦掙扎的國家。 

 

記者阿瑞·沙維特在他的《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勝利和悲

劇》一書中寫道，以色列國是如何由因大屠殺而成為孤兒的

歐洲猶太人建立的。他們的許多父母和祖父母在 1930 年代

將他們送到巴勒斯坦，但他們自己卻失敗了。其他人是因背

逆父母，獨自前往以色列，卻再也沒有見過他們的父母。 

 

「猶太復國主義是一場孤兒運動，是歐洲孤兒的絕望遠征，」

沙維特寫道。 「當基督教大陸不想要的兒女們逃離代孕母親

的仇恨時，他們發現他們在世界上是孤獨的……失去了一種文

明，他們不得不建立另一種文明。失去了家園，他們不得不

另闢蹊徑。這就是他們來到巴勒斯坦的原因，也是他們現在

以如此絕望的決心緊緊抓住這片土地的原因。」 

 

這些主要是來自歐洲背景的德系猶太人面臨著新的危機。以

色列在 1948 年獨立戰爭中獲勝後，許多阿拉伯和伊斯蘭國

家開始驅逐在其國家生活了 2000 多年的猶太人。在 1950 

年代初期，超過 800,000 名的西班牙裔南歐猶太人（源自西

班牙和中東的猶太人）開始湧入以色列，其中許多是步行。

他們從摩洛哥一路來到伊朗，ㄧ路上失去了所有財產。 



 

許多人留下了大別墅和莊園以及利潤豐厚的企業，在接下來

的幾年裡只能住在帳篷裡。剛開始，德系猶太人和南歐猶太

人之間還存在著社會緊張狀況，但以色列成功地包容接納了

這一大批赤貧難民。 

 

 

 

下一個猶太移民浪潮在蘇聯解體時到來，超過 100 萬講俄

語的猶太人於 1990 年返回以色列。當他們離開以前的國家

時，當局嚴格限制了他們可以隨身攜帶的金錢和物品的數量。

當鄰居們發現他們要搬到以色列時，沒有人願意為他們的房

子支付任何費用，因為他們知道一旦他們離開就可以便宜地

買到。關於這些蘇聯猶太新移民降落在本古里安機場後，將

他們最後的幾個盧布和科比扔在停機坪上的故事比比皆是。 

 



 

時至今日，仍有許多猶太人隨著移民浪潮回到以色列，他們

在應許之地的新生活仍然困難重重。並非所有人都能負擔得

起搬家和從頭開始重建生活的代價。因此，我們應該為他們

提供幫助，因為我們知道以色列畢竟是一個由孤兒和被遺棄

者建立的國家，這些孤兒和棄兒是從一直拒絕他們的國家中

重新聚集而來的。的確，「耶和華建立了錫安；他百姓中的

困苦人必投奔在其中。」（以賽亞書 14:32） 

 

新聞出處：ICEJ 大衛．帕森斯，ICEJ副總裁兼國際發言人 

新聞日期：2021/06/2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ICEJ贊助法國猶太人特殊回歸航班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資助了一架由 160名法國猶太移民

組成的特別包機，他們於週三降落在本古里安機場，使他們

遠離法國和其他地區復燃的反猶太主義的困擾，給他們開始

新的生活帶來希望。 

 

班機是由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和以色列回歸融合部安排的，

由主要的猶太和基督徒機構資助，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為其中 32名新回歸的阿利亞提供機位。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的代表在停機坪上歡迎由法

國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在場迎接的還有以色列回歸融合部

的普尼娜·塔馬諾·沙塔部長、以色列戈蘭高地國防軍司令、中

央財政機構基金會全球主席薩姆·格蘭德沃格和猶太人事務

局的代理主席雅科夫·戈埃爾等政要。 

 

塔馬諾．沙塔早在三歲時從埃塞俄比亞回歸，她此次在法國

首都與政府官員和猶太社區領袖一起，經過幾日評估法國猶

太人的現狀後，陪同這些新移民從巴黎乘飛機離開。 

 

法國仍然是以色列以外的第二大猶太社區（僅次於美國），

估計有 50萬名成員。然而，由於暴力反猶太主義的威脅不斷

上升，特別是從北非遷移到巴黎、馬賽和其他法國大城市擁

擠社區的激進穆斯林，在過去 20年裡，已有 25萬人已經離

開了這個國家。 



 

一些猶太移民選擇加入加拿大、澳大利亞或美國為日益增長

的法國猶太人的飛地，但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以色列作為他們

更安全的地點，同時也免受冠狀病毒的威脅。 

 

 

 

儘管有新冠病毒旅行禁令，從法國到以色列的回歸在最近幾

年仍然保持著相當穩定的狀況，而且隨著法國猶太人認為以

色列有更好的工作機會和更好的預防新冠病毒威脅的措施，

現在預計這一波回歸的人潮將更增加。與去年同期相比，由

法國回歸人數在 2021年上半年同比增長了 137%，而回歸的

申請數量在過去一年翻了兩倍。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還將在未來幾週內為大約 30 名前

往以色列的美國猶太人提供回歸航班的讚助。這將使耶路撒

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今年在回歸航班上帶回以色列的猶

太人總數達到 1220多人，其中來自 17個國家，另外還有 700

名通過批准回歸批准獲得回歸前幫助的新申請人。 

 

同時，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正準備在未來幾個月

為另外幾百名猶太人的回歸航班提供資金，其中包括預計來

自埃塞俄比亞和印度的大型團體。但我們需要你的幫助！因

此，請繼續支持 ICEJ對回歸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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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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cej.taiwan@icej.org.tw
https://www.icej.org.tw/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