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批准為兒童

注射新冠病毒疫苗

2021年 11月 9日，一名 11歲的兒童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接種 

第一針輝瑞新冠病毒（COVID-19）疫苗。（美聯社/Ted S. War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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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健康研究人員評估說，為 5 至 11 歲兒童接種疫苗的舉
措將「非常具有挑戰性」，流行病學家警告因貧富差距而顯

明出來。 
 
以色列週三晚間批准了兒童接種新冠病毒疫苗，但專家表示，

要說服家長接受孩子打疫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一決定是跟隨美國而做出的，它使以色列 5 至 11 歲的兒
童不久後將可以合法地接種兒童劑量的輝瑞新冠病毒疫苗。

據希伯來媒體報導，首批專用疫苗預計將於下週運抵以色列。 
 
這項決定是在衛生部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的，前些時間政府

組織的 75名醫學專家小組中，有 73人在無記名投票中投票
贊成這一舉措。 
 
流行病學家納達夫‧戴維多維奇教授（Prof. Nadav Davidovitch）
在決定宣布後不久告訴《以色列時報》：「對於非常安全的

疫苗，這是相對重要的決定。」 
 
「由於劑量低和輝瑞公司的研究結果，我們實際預計副作用

水平，比已經得到的青少年數據更低。因此，相對自然防疫

的替代方案，我們對兒童疫苗感到更有信心。」 
 
戴維多維奇（Prof. Nadav Davidovitch）是醫生工會主席、以
色列新冠病毒特別顧問、本古里安大學教授。他預測，會有

約超過 50%的父母會同意接種疫苗，但剩下多數則猶豫不決。 



2021年 11月 9日，星期二，7歲的杰弗里‧瓦爾加斯（Jeffery Vargas），在美國
加州聖安娜威拉德中學為 5至 11歲兒童設立的兒童疫苗接種診所，接種輝瑞新
冠病毒疫苗時，抱住他的媽媽瑪麗塞拉‧華納（Marisela Warner）。（美聯社照
片/ Jae C. Hong） 

另一位衛生健康專家埃薩－哈達德（Essa-Hadad）說，兒童接

種疫苗的推廣會「非常具有挑戰性」。

戴維多維奇（Prof. Nadav Davidovitch）擔心疫苗接種模式可

能會在以色列造成「新冠病毒差距」，較為富裕的家庭往往

更願意接受預防性醫療，兒童接種疫苗的比例遠高於貧困家

庭。

這將導致在未來的浪潮中，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地區，兒

童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會增大，進而在成人中的感染率也增加。 



 

戴維多維奇（Prof. Nadav Davidovitch）說：「我們需要確保

在疫苗接種方面沒有差距，因為這可能導致隨後被感染的差

距。新冠疫情還沒有結束，當出現病例時，我們不希望新冠

疫情集中在較貧困的人們當中。如果我們只是等待人們來接

種疫苗，這種情況可能會發生，正如我們在推廣時期遇到的

狀況，因此我們需要積極行動，確保不會發生這樣的情形。」 

 

以色列的情況很複雜，因為社會經濟差異往往與社區族群背

景有關。極端正統派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平均而言更窮，在接

種新冠病毒疫苗時比其他群體更為猶豫，儘管阿拉伯人疫苗

接種率在最近幾個月大幅上升。 

 

 

 

 

 

 

 

 

 

 

 

一名以色列籍的阿拉伯衛生保健專業人員在準備疫苗。（美聯社/Ariel Schalit） 

 

 



 

「我預計極端正統派猶太人會猶豫不決，兒童新冠病毒疫苗

接種率會最低。」巴伊蘭大學的兒童疫苗接種專家，也是衛

生健康研究員埃薩－哈達德（Essa-Hadad）說，他是歐盟資助

的「河流項目」（即減少疫苗接種不平等性）的首席學者。 

 

總體來說，阿拉伯社區兒童疫苗情況蠻複雜的。埃薩-哈達德

（Essa-Hadad）是阿拉伯人，他正在進行歐盟資助的研究，是

關於阿拉伯籍的以色列人在普通疫苗接種上有不同尋常的

高比例。大約 96%的阿拉伯父母同意他們的孩子接種人類乳

突病毒（HPV）疫苗，在普通兒童疫苗接種水平上這是很高的

比例，相反，只有 54%的猶太父母同意接種 HPV疫苗。 

 

相比之下，在新冠病毒疫苗接種中，阿拉伯社區最初猶豫不

決，尤其是在青少年方面。埃薩-哈達德（Essa-Hadad）預測，

這種心態將持續反應在兒童疫苗接種上，至少在短期內如此。 

 

有些父母非常願意自己接種疫苗，但對孩子猶豫不決，因為

這是一種全新的疫苗，而且他們自己也可能經歷過副作用，

埃薩-哈達德（Essa-Hadad）並指出阿拉伯父母更願意接受長

期存在的疫苗，例如 HPV疫苗。 

 

「在阿拉伯社區，雖然美國兒童已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這

一事實也不會改變家長們的想法，因接種的時間還不夠長。」 

 



 

埃薩-哈達德（Essa-Hadad）補充說，在所有社區，強而有力

的宣傳和普及教育舉措才是被接受的關鍵。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了 5 至 11 歲年齡組疫苗，美國開

始為年幼兒童免疫鋪平了道路。幾天後，以色列也作出了批

准。 

 

輝瑞公司對 2,268 名兒童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該疫苗在預

防新冠病毒症狀感染方面，幾乎有 91%的有效性。美國食品

藥物管理局對 3,100 名接種該疫苗的兒童進行了研究，得出

結論：這些注射是安全的。 

 

在以色列，輝瑞公司已經建議 12歲或 12歲以上的族群注射

全強度輝瑞疫苗，但兒科醫生和許多家長正焦急地等待保護

年幼的兒童，以防止感染極具傳染性的印度變種病毒（Delta 

variant），並幫助兒童避免被隔離而無法上學。 

 

以色列似乎正處於第四次新冠病毒風波的尾聲，因為在過去

幾週，新的感染和嚴重病例有所減少。週二報告的近 500例

新病例，低於幾個月前每天數千例新病例的記錄。620 多萬

以色列人至少注射了一劑疫苗，570萬人注射了兩劑，400多

萬人注射了增強劑。 

 

代理機構及以色列時報的工作人員對此報告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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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8:22 

在基列豈沒有乳香呢？在那裏豈沒有醫生呢？我百姓為何

不得痊癒呢？ 

 
歷代志下 16:12 

亞撒作王三十九年，他腳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時候沒

有求耶和華，只求醫生。 

 
禱告 

我們為以色列禱告-知道真正的大醫生乃是以色列的神萬軍

之耶和華！所以不只靠美國的疫苗，而是投靠在祂的膀臂之

下，必蒙保守，也要得著耶穌是彌賽亞的啟示！  



ICEJ幫助修復以色列家庭 

今天，米甲是一個快樂的以色列小女孩，她正在享受自己的

童年，並對其他孩子展現著愛和情感。然而，達到這種幸福

狀態的道路是艱難而坎坷的。在四歲的時候，小米甲被診斷

出患有癌症。她的母親托娃承受著頻繁去醫院的壓力，而她

的父親則在和朋友喝酒中找到了安慰。她父母的婚姻出現了

嚴重問題，導致他們離婚。

托娃因離婚而極度心煩意亂，並將米甲的癌症診斷視為丈夫

酗酒問題和婚姻失敗的根本原因。隨著米甲的病情好轉，托

娃開始責怪米甲，不斷地告訴她，她的父親遺棄她們是因為

米甲。米甲感到很內疚，盡力讓母親高興；強迫自己表現得

像個成年人，負責打掃房子，收拾她和弟弟玩的玩具，在托

兒所照顧她的弟弟。但不管怎麼努力，母女之間的連結根本



 

就無法建立起來，她也無法贏得母親的愛。沒有人親吻和擁

抱她，托娃把她的愛都給了其他孩子。 

 

托娃和米甲開始參加療愈聚會，當父母和孩子進行小組互動

時，托娃會盡最大努力避免與自己的女兒單獨在一起，經常

尋求幫助其他孩子，讓米甲獨自完成任務。 

 

托娃和她的女兒經歷了幾年的團體和個人治癒，一名以色列

社會工作者與托娃一起幫助她處理離婚帶來的創傷。當她痊

癒時，她明白離婚不是米甲的錯。與此同時，社會工作者開

始與米甲合作，以恢復她的童年，幫助她重新獲得自信，重

新獲得母親的愛。 

 

ICEJ 致力於恢復和鞏固破碎的以色列家庭，這是我們「給予

未來和希望」活動的主要目標之一。這項倡議旨在修復破碎

的家庭，鼓勵在困難環境中成長的年輕人，並為需要重新開

始的失業和無技能人員找到方向。對這些人來說，ICEJ 希望

成為全世界基督徒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以色列人伸出的援助

之手。 

 

冠狀病毒危機使已經使在經濟壓力下受苦的以色列家庭中

的家庭暴力和虐待大幅增加，許多脆弱家庭的抑鬱症也有所

增加。除了這場極具挑戰性的健康危機，許多以色列人還仍

在努力從今年在加薩發生的哈馬斯火箭彈戰爭中恢復過來！ 
 



對珍妮特來說，她的世界似乎正在崩潰。她掙扎於不能用父

母的權威給孩子們最基本的指導，導致他們為所欲為。每個

星期天，珍妮特都會和一位社會工作者和其他母親一起參加

團體治療，但她從來沒有公開過自己的情況，而是靜靜地坐

著，只是聽著。

兩年後，她終於告訴她的社會工作者，幾年來她一直在遭受

丈夫的口頭虐待和家庭暴力。珍妮特不僅害怕至極，還要應

對許多挑戰。她承認羞於分享自己的痛苦經歷，甚至要求孩

子們對家裡發生的事情保密。

最後，她鼓起勇氣打破沉默，在社會工作者的幫助下，她向

警方提出了對丈夫的控告。對於一名埃塞俄比亞猶太婦女來



說，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這對她和她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巨

大的風險。

三個月後，珍妮特的離婚案最結案，她找到了新的工作，從

而可以養活孩子並支付公寓租金。

如今，珍妮特仍然定期接受治療，她已經成長為一名堅強的

女性，能夠為自己辯護，並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展示她對孩

子的權威。

如今，珍妮特仍然定期接受治療，她已經成長為一名堅強的

女性，能夠為自己辯護，並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展示她對孩

子的權威。

隨著 ICEJ與以色列社會工作者的合作，我們的幫助擴展到了

托娃、米甲和珍妮特所在的治療中心。這些中心經常處理受

到忽視身體和語言的虐待、性暴力和其他創傷的兒童。

在治療中心，孩子們放學後到來，享受一頓熱飯，並透過一

起玩耍進行社交互動。他們接受家庭作業方面的幫助，並從

社會工作者、兒童心理學家和治療師等專業人士處獲得自我

建造方面的諮詢輔導。

在治療中心，孩子們放學後到來，享受一頓熱飯，並透過一

起玩耍進行社交互動。他們接受家庭作業方面的幫助，並從

社會工作者、兒童心理學家和治療師等專業人士處獲得自我

建造方面的諮詢輔導。



 

專業人員參與家庭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日常事務到與學校的

持續對話。他們還提供其他社區服務，如福利辦公室、婚姻

諮詢、家庭暴力中心，甚至家訪。這些家庭獲得了能幫助他

們從功能障礙走向健康和穩定的工具。特別感謝芬蘭基督徒

的慷慨捐贈，在一個治療中心外玩耍的孩子們現在也被一個

漂亮的操場遮陽罩保護起來，免受烈日傷害。 
 

您也可以幫助我們繼續這項修復以色列家庭的重要工作。請

考慮支持我們「給予未來和希望」計劃的禮物。 

 

為「給予未來和希望」計劃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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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128:1-4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便為有福！你要吃勞碌得來的；

你要享福，事情順利。你妻子在你的內室，好像多結果子的

葡萄樹；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好像橄欖栽子。看哪，敬畏

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 

 
 

https://p.ecpay.com.tw/276E2FD


 

禱告 

求主不但興起這些破碎家庭的幫助者，也幫助這些家庭的成

員重新建立與主的關係，使得新的基礎是在神的真理和神的

愛之上，讓破碎家庭的孩子們都能被滋潤獲得自信而成長！ 

 
 
 
 
 

 
 
  



 

點燃以色列老年人的創造力 

 
 

ICEJ協助以色列的老年人透過創造獲得有意義的就業。 

 
在移民之地渡過晚年生活可能會令人望而生畏，且遠不是一

個安逸的想法。 

 

許多從埃塞俄比亞、前蘇維埃共和國、南美洲和伊朗等地抵

達以色列的猶太移民都年事已高，而且只帶了手提箱隨行！

他們需要從頭開始重建整個生活，這往往面臨著巨大的經濟

和社會挑戰。 

 
雖然退休生活常被稱為「黃金歲月」，但這些移民中的許多

人並沒有足夠的積蓄來支撐馬上臨近的退休年月，也沒有個



 

人養老金用來渡過他們的餘生。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陷入了

危急的景況──他們需要額外的收入來維持生計。 

 

在 ICEJ，我們幫助這些收入微薄的老年猶太移民，並相信他

們能夠恢復自信。因此當有機會通過有意義的工作機會賦予

這些老年人有「未來和希望」時，ICEJ迅速響應！ 

 

 
 

對於近 300 名，且大多在 80 歲以上的這些低收入老年人來

說，現在的生活每天都在變得越來越光明。 

 

他們搭乘公車或火車抵達耶路撒冷的一個創意工作中心，與

朋友們相聚在房間裡閒聊，並期待著這一天能有成效的創作

出各種各樣的猶太教製品和禮物，包括陶瓷、珠寶、金屬製

品、紙張和紡織品。他們一個接一個地前往各自的工坊，以

最高質量的匠人精神展現著他們的拿手絕活。這些手工製作

的獨特產品可以同時在線上和線下銷售。 
 

馬夏（Marsha）非常感謝這個創意中心，這是他的救命稻草。

67歲時，他與妻子和他們的六個孩子一起從埃塞俄比亞來到



 

以色列，沒有積蓄也沒有生意可做。在希伯來語水平非常有

限的情況下，他努力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幾年裡一直靠打零

工掙錢。這對他來說困難重重，因為以前一直是在田間耕種

來養家糊口。 

 

72歲時，他開始在創意中心的陶瓷工坊工作。儘管會作畫，

但在決心學習後，他仍發現在陶瓷製品上畫出精緻的圖案是

一件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事情。而陶藝老師注意到他對重複抽

像圖案的獨特耐心。不久，這位老師開發了一個適合馬夏的

新家居裝飾產品線，他現在非常樂於繪製黑色圓點和閃閃發

光如 24K黃金色澤裝飾點綴的美麗陶瓷作品！ 

 

 

 



 

這些老年工匠中有 65%的人是在大屠殺中倖存下來的，還有

一些人穿越了蘇丹，為拯救他們在戰爭和飢荒中的家人。 

 

在擁有了使命感和創造出有價值的美麗物品的同時，每位工

匠還會得到經濟上的利益，使他們能夠支付住房、食物和藥

物，並享受一點小小的待遇，從而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他

們還獲得了一張旅行通行證，每天有一頓營養豐富的熱餐，

以及一份假日獎金。對於一些人來說，一年一度的耶路撒冷

郊外一日遊，無疑是一年中最期待的！ 

 

另一位 87 歲的工匠丁卡（Dinka）欣然地去履行她在書本裝

訂工坊的職責。「這是我第一次自己掙錢。能夠以這種方式

幫助家人，我感到非常自豪與高興」，丁卡表示。 

 

 
 



 

丁卡出生並長大在埃塞俄比亞北部地區的一個小農業村。

2004年，她與丈夫和九個孩子一起回歸了。在開始的一年半

的時間裡，他們都住在一個擁擠的融合中心，後來又搬到了

耶路撒冷。儘管丁卡的丈夫約瑟夫（Yosef）非常感恩能夠來

到以色列，但發現賺錢養家是個挑戰。五年後，他們迫切需

要幫助。聽說創意中心有機會賺取收入，他開啟了成為工匠

的生活，後來丁卡也加入進來。在裝訂工坊，丁卡接受了將

回收紙張製作成美麗的賀卡、記事本和餐墊的培訓。 

 

「這些老年移民中沒有一個被排除在外，即使他們在製造或

藝術方面的技能有限」，ICEJ 援助和回歸的副總裁妮可‧由

得（Nicole Yoder）解釋說。「這些中心提供許多領域的專業

培訓，並開發新的產品和做法，提高他們的能力，使他們的

興趣多樣化。目標是幫助老年人自我幫助，從而使他們擁有

生產和掙錢的能力，並有自信地渡過晚年。」 

 

 

  



 

老人們在創作中心的平均工齡是 10年。隨著時間的推移，曾

經容易完成的工作對年老的工匠來說可能慢慢變得更加困

難。當這種情況發生時，就會找到適合這些工匠能力的新任

務，從而保持他們的尊嚴和價值感。而且，每天達到 85%的

出勤率，證明了這些人是有動力的，並熱愛著他們所做的事

情！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1/11/22 

翻譯｜桥雨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65:11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箴言 16:31 

白髮是榮耀的冠冕，在公義的道上必能得着。 

 
禱告 

為年長的回歸者能恢復生命的尊嚴和榮耀禱告，也求主在以

色列社會中創造出更多適合他們的工作！ 

  



 

ICEJ提供 36個新的移動式防空洞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目前正在向以色列邊境社區提供

36個新的可移動防空洞，這些社區特別容易受到來自加薩及

黎巴嫩的火箭和迫擊砲的襲擊。自 5月哈馬斯最後一次火箭

彈戰爭以來，過去 6 個月裡，這 36 個新防空洞的資金都是

從全世界的基督徒那裡籌集的。 

 
有了這些新的避難所，ICEJ自 2008年以來已經向遭受火箭威

脅的以色列社區捐贈了總共 161個防空洞，其中大多數（130

個）安置在加薩周邊的城鎮，其餘的防空洞部署在北部。 

 



 

在過去十年中，內蓋夫地區受到了來自於政府及私人的大部

分關注，以尋求對當地平民免受頻繁的火箭彈襲擊的更好地

保護。基督徒使館參與「生命之盾行動」，在加沙地區的社

區中設置了幾十個移動防空洞，從南部的凱雷姆‧沙洛姆一

直延伸到斯德洛特和亞實基倫。大部分捐贈給了學校、日託

中心、診所、青年中心、社區會堂、大學校園、工廠和其他

公共場所，如果沒有足夠的防空洞，這些公共場所在危機期

間是無法使用的。 

 
然而，特別是由於嚴重缺乏公共防空洞和黎巴嫩日益嚴重的

經濟危機，在北部需要更多的防空洞已成為一個日益令人關

切的問題。因此，基督徒使館正在加緊努力，協助加利利北

部和海法地區的城鎮以保護他們最脆弱的社區。 

 

 
 



 

國家審計署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警告說，以色列北部 260萬

居民無法進入能發揮功能的防空洞。報告總結說，儘管已經

在努力升級現有的防空洞，但國家預算幾乎沒有提供資金來

增加新的更好的防空洞，部分原因是近年來以色列政府的不

穩定，以及優先考慮重新補給以色列國防軍的鐵穹防禦系統

的電池。 

 
對更多防空洞的迫切需求是在與黎巴嫩接壤的北部邊界沿

線的城鎮，這些城鎮容易出現無法被鐵穹系統攔截的短程火

箭。這片多山、森林覆蓋的地區包括了各種各樣的猶太人、

阿拉伯人和德魯茲人居住的城鎮，這些城鎮都在拼命尋找資

金，為他們的社區提供更好的保護。其他令人擔憂的地區是

位於海法以東的西布倫（Zevulun）地區委員會中的猶太和阿

拉伯農莊，這些農莊靠近戰略設施，如儲油罐和化工廠，而

真主黨預計在未來的任何衝突中都會以這些設施為目標。 

 

目前，基督徒使館正在向海法、阿卡、卡法爾馬卡比和其他

地方的公共場所提供其 36 個新防空洞中的一些防空洞，所

有這些都是在與地方當局、安全主管和社會機構協商的情況

下提供的。例如，本週，兩個新的防空洞於週二（11 月 23

日）在阿卡（Akko Acre）的以色列網球中心（Israel Tennis 

Center facilities）建成並使用，該中心向來自貧困家庭的猶太

和阿拉伯青年教授網球和其他運動。 

 



 

 
 
就在最近幾週，ICEJ已經向西布倫（Zevulun）地區的幾個猶

太和阿拉伯社區，以及加沙邊界沿線的基布茲（kibbutzim）

和私人租地集體耕種的農場（moshavim）提供了防空洞。這

包括：烏沙基布茲（兩所幼兒園）；納哈爾奧茲基布茲（警

衛塔）；奧漢尼尓基布茲（安全門）；貝羅查伊爾基布茲（足

球場）；尼爾阿姆基布茲（博物館和咖啡廳）；和米德拉什

私人租地集體耕種農場（番茄包裝農場）。 

 

自 5月與哈馬斯在加沙爆發最新的火箭彈戰爭以來，耶路撒

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已經從數十個國家的基督徒那裡收到了

新的防空洞的捐款，其中最受關注的是來自巴西、加拿大、

中國、捷克共和國、斐濟、德國、愛爾蘭、荷蘭、南非、瑞

士、英國和美國。 



 

ICEJ主席猶根‧布勒（Jürgen Bühler）博士表示：「生活在加

沙邊境的許多以色列人告訴我們，這些移動防空洞確實拯救

了生命，讓他們的家人在持續不斷的火箭彈襲擊威脅下能夠

安心地繼續日常生活。我們現在應更多地關注增加防空洞以

保護北部平民的需要。現有的公共防空洞還不夠，這些可移

動式的防空洞是為加利利和海法地區經常被忽視的小城鎮

和村莊提供更多安全的有效途徑。」 

 
布勒博士補充道：「在選擇這些防空洞的位置時，基督徒使

館也考慮到了社區的其他社會需求，比如幫助阿卡的網球中

心，該中心為弱勢的年輕人提供體育課程。我們也很高興通

過在北方不同社區共享這些防空洞來促進猶太-阿拉伯的共

存。」 

 

為了向遭受火箭威脅的以色列社區 

提供更多的移動式防空洞捐款 
 

新聞出處：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博士

（David R. Parsons） 

新聞日期：2021/11/25 

翻譯｜大明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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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24:11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 

 
箴言 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為加薩邊境及北部城鎮居民的平安求主保守，也求主記念各

國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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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