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輝瑞新冠疫苗有可能導致 

罕見的眼睛發炎症狀 

 

當中有 21 人出現前葡萄膜炎，另外有 2 人發展成多發短暫

性白點症候群（MEWDS）。 

 
輝瑞新冠疫苗的示意照片。（圖片來源：MARC ISRAEL SELLEM/耶路撒

冷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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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詩篇 122:6 



 

根據以色列索拉斯基醫學中心（Sourasky Medical Center）的

教授哈伯特．維爾諾（Zohar Habot-Wilner）領導的一項以色

列多中心臨床研究 （Multicenter Study）發現，輝瑞新冠疫

苗可能導致施打者眼睛出現葡萄膜炎（Uveitis）的發炎症狀。 

 

這項研究是在蘭巴姆醫療園區（Rambam Health Care Campus）、

加利利醫療中心（Galilee Medical Center）、沙勒澤德克醫學

中心 （Shaare Zedek Medical Center）、特拉哈紹梅爾（Tel 

HaShomer）的希巴醫學中心（Sheba Medical Center）、卡普

蘭醫療中心（Kaplan Medical Center）和索拉斯基醫學中心進

行。研究是經過同儕審查後才在眼科學術期刊「RETINA」上

發表。 

 

索拉斯基醫院的葡萄膜炎門診主任哈伯特·維爾諾發現，這 21

人都已施打兩劑輝瑞疫苗。在他們施打第一劑輝瑞疫苗後 1

到 14 天內，或在施打第二劑疫苗後 1 到一個月內，開始出

現葡萄膜炎的病症。 

 

當中有 21 人出現前葡萄膜炎（Anterior Uveitis），另外有 2

人發展成多發短暫性白點症候群（Multiple Evanescent White 

Dot Syndrome；MEWDS）。 

 

哈伯特．維爾諾表示：「研究中所有患者都是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WHO） 和藥品不良反應通報（Naranjo）標準，來認

定葡萄膜炎的發生與疫苗接種有關。這個時間點與其他不同

疫苗施打後出現葡萄膜炎的研究報告結果一致。」 

 



 

她表示，可能罹患與葡萄膜炎相關其他全身性疾病的患者在

疫苗施打前，病況都獲得控制。此外，在疫苗施打前 6個月

內，這些患者的健康狀況都未發生變化。 

 

8名患者有葡萄膜炎病史，至少都有 1至 15年的病史。 

 

具體而言，大多數病例症狀輕微，只有 3 例出現嚴重症狀。

所有前葡萄膜炎病例都可使用外用皮質類固醇（ topical 

corticosteroids）和散瞳劑加以治療。研究中沒有提到關於多

發短暫性白點症候群的治療，這是可接受的。 

 

根據哈伯特·維爾諾表示：「只有一名病患在施打第二劑疫苗

後病情惡化。」但她表示這名病患在經過適當治療後也恢復

健康。 

 

她表示：「在觀察期結束後進行眼科檢查發現，所有人視力

都獲得改善，眼睛也完全恢復。」 

 

哈伯特·維爾諾再次強調：「結論是，不論有沒有葡萄膜炎病

史，建議都要施打疫苗。」但她表示，如果有人在施打疫苗

後出現眼睛相關症狀，就需要接受眼科檢查並給予適當治療。

若在第一劑疫苗施打後出現葡萄膜炎等症狀，仍應該施打第

二劑。 

 

哈伯特．維爾諾強調，一般說來，施打疫苗後出現葡萄膜炎

的情況「非常罕見」，但施打其他疫苗也會有眼睛發炎等問

題。 



 

她表示：「這種情況非常罕見，但如果覺得自己的眼睛出現

問題，感到疼痛、發紅或視力減退，就要去看眼科醫生。」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8/06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雅各書 5:16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

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彼得前書 2:24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

死，就得以在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讓我們禱告神繼續賜智慧給疫苗的各研發團隊，能不斷地在

藥物科技和臨床上精進，使副作用降為最低；甚至能有解藥

完全醫治，也求神特別保守全球原來眼睛就有葡萄膜炎的人，

或是身體免疫系統原來就有狀況的人，能蒙寶血遮蓋，打疫

苗後副作用降為最低！  

 

 

 

 



 

甘茨表示以色列已準備對伊朗 

展開反擊 

 

甘茨表示：「當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人員在加薩對以色

列開火時，他是獲得伊朗充分支持，這點我們很清楚。」 

 

 
2021 年 8月 4日，國防部長甘茨在以色列國會參加全體大會。（照片

來源：以色列國會發言人辦公室） 

 

 

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於週四表示，由於八天前波斯灣的一艘

民間商船遭到無人機的致命攻擊，讓兩國之間的緊張情勢持

續升高；以色列已準備好對伊朗展開反擊。 

 



 

在接受以色 Ynet 新聞網站的訪問時，阿提拉．索姆法爾維

（Attila Somfalvi）詢問甘茨，耶路撒冷是否已準備反擊德黑

蘭，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並表示伊斯蘭共和國是以色列、中

東地區以及全世界的一大威脅。 

 

以色列將伊朗的核子計劃視為頭號威脅。儘管德黑蘭一再否

認有發展核武的企圖，但眾所皆知，他們正在持續發展製造

核武的兵工廠，並研發可攜帶核子彈頭的彈道飛彈。 

 

甘茨表示：「伊朗是國際上和中東地區的麻煩製造者，全世

界在週五都親眼目睹這樣的例子。」使用自殺式無人機，對

默瑟街號（Mercer Street）油輪發動致命攻擊，「類似事件可

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甘茨表示，伊朗新任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於週四接替溫

和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他可能會帶領伊朗走向更

極端的區域安全政策。這位以色列國防部長表示：「我要告

訴全世界，要小心留意，因為這是必然的走向。」 

 

針對甘茨提出要對伊朗展開反擊，聯合國回應時呼籲各方不

要讓緊張情勢再度升高。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的發言人杜雅里

克（Stephane Dujarric）週四在紐約表示：「目前衝突各方的

首要之務是避免任何可能升高中東緊張態勢，讓情勢再度惡

化的行動或措辭。」 

 



 

不過，希望採取外交行動卻遭到阻撓。 

 

以色列希望由 15 個聯合國成員國組成的聯合國安理會

（UNSC），能夠就所謂的伊朗海上「恐怖主義」問題召開會

議，並譴責這種對商業貿易的蓄意攻擊行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 7 月 29 日遭到無人機攻擊的默瑟街

號（Mercer Street）油輪是懸掛利比亞國旗，油輪為日本船東

所有，委由以色列佐迪艾克海運公司（Zodiac Maritime）經營

管理。這次事件造成兩名船員在攻擊中喪生，分別是英國籍

和羅馬尼亞籍船員。 

 

美國和英國皆認為伊朗是無人機攻擊事件的幕後黑手，這兩

國也希望聯合國安理會能夠召開會議。 

 

英國打算週五在聯合國安理會的閉門會議中提出伊朗海上

攻擊問題，預料其他成員國也將對此發表意見。 

 

預期俄羅斯和中國將會反對召開會議，因此目前並未採取任

何行動。 

 

俄羅斯駐聯合國副大使波利安斯基（Dmitry Polyanskiy）週三

對記者表示：「目前收到許多相互矛盾的資訊，因此分析情

況，我們『極有可能』完全拒絕這項提議。我們還需要查明

事實⋯在缺乏證據證明事情經過之前，我們不會驟然下結論

或採取任何行動。」 

 



 

伊朗強硬派新總統萊希在當天稍早前舉行宣誓就職儀式，杜

雅里克對這位新總統上任表示歡迎，這是國際社會中許多人

與伊朗關係錯綜複雜的最佳例證。 

 

杜雅里克表示：「期待與伊朗新總統就聯合國與伊朗關切的

許多議題進行合作。」 

 

以色列駐聯合國和駐美國大使爾登（Gilad Erdan）在推特上

提到萊希，稱他為「德黑蘭的屠夫」（Butcher of Tehran），

他曾經「在 1988年處決多達 3萬名政治犯，而且還對此『引

以為傲』。這個人手上沾滿鮮血，只會製造更多暴力活動，

並帶來更大的不安。」 

 

爾登還在推特上公布一張照片，照片中歐盟官員與哈馬斯和

真主黨官員並肩而坐，參加就職典禮。 

 

爾登指出：「真主黨、哈馬斯和歐盟出現在德黑蘭的屠夫就

職典禮的同一張照片上。」他在推特寫道：「在伊朗對民間

商船發動殘酷的襲擊後幾天內，而且就在聯合國安理會要就

此事進行討論之前，歐盟官員卻和恐怖組織代表並肩而坐，

這樣他們要如何宣揚人權？」 

 

甘茨還警告表示，以色列必須持續發展應對多方戰線的能力，

「因為這就是以色列的未來。伊朗希望成為以色列多方戰線

的挑戰，因此伊朗正在加強黎巴嫩和加薩的武裝實力，在敘

利亞和伊拉克部署民兵，並在葉門維護其支持者。伊朗是全

球性問題，也是區域問題，同時是以色列要面對的挑戰。」 



 

以色列正積極因應伊朗在敘利亞、黎巴嫩和加薩的代理人所

帶來的威脅。 

 

這位以色列國防部長表示：「最後，當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

組織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人員在加薩對以色列開火時，

他是獲得伊朗充分支持。」他說道：「這點我們很清楚。因

此我們在幾處地點從多個層面中運用各種方式來加以因應。」

他補充表示，以色列將持續採取行動。 

 

甘茨週三對一批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的外交官發表談話時

警告表示，伊朗「已違反所有的『聯合全面行動計畫』（JCPOA）

準則，距離他們取得核武所需的武器級原料，只剩下約 10週

時間。」 

 

他警告表示：「現在是採取行動的時候，光嘴上說還不夠。

應該是採取外交、經濟，甚至是軍事行動的時候，否則類似

攻擊事件還是會層出不窮。 

 

在黎巴嫩邊境發生暴力衝突後，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

（United Nations Interim Force in Lebanon，簡稱 UNIFIL）司令

兼任務指揮官德科爾少將 （Maj.-Gen. Stefano Del Col）在聯

合國駐紮所在地拉斯爾．納古拉（Ras al Naqoura），主持與

黎巴嫩武裝部隊（Lebanese Armed Forces）和以色列國防軍

（IDF）資深軍官的三方會議。 

 

  



 

根據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UNIFIL）辦公室的報告指出，

德科爾呼籲黎巴嫩和以色列應「即刻採取行動」，不要讓緊

張局勢再次升溫，也避免出現違反「停止敵對行動」（Cessation 

of Hostilities）規定的行為。 

 

他督促以色列和黎巴嫩兩國「透過這次三方論壇，討論出可

行辦法，加強『藍線』（Blue Line；聯合國所劃定黎巴嫩與以

色列的分界線）的安全與穩定」。 

 

德科爾表示：「在區域動蕩不安的時刻，聯合國駐黎巴嫩臨

時部隊扮演聯繫與協調的角色，更需要獲得各方的尊重。在

時局不穩定的時候，讓這項安全機制來為你們效勞，現在是

重新對該機制立下承諾的時候，不要讓有心人士從中破壞，

佔我們的便宜。」 

 

駐黎巴嫩臨時部隊負責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的邊界巡邏，並在

停火協議結束第二次黎巴嫩戰爭（Second Lebanon War）後，

監督各方遵守規定。這項停火協議是根據聯合國安理會 1701

號決議 （UNSC Resolution 1701）制定。 

 

聯合國駐黎巴嫩臨時部隊辦公室表示，這次會議重點就是討

論這類違規行為，並指出類似的三方會議會定期舉行。 

 

這次三方會議召開的時間點，也是選在聯合國安理會訂於 8

月底舉行會議之前。這項會議旨在更新每年聯合國駐黎巴嫩

臨時部隊派駐任務的期限。 



 

以色列已要求聯合國安理會，讓駐黎巴嫩臨時部隊獲得充分

授權，監督類似真主黨建造攻擊隧道等違規行為。 

 

路透社協助完成這篇報導。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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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羅馬書 1:28-29 

他們既然故意不認識神，神就任憑他們存邪僻的心，行那些

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或作：

陰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詭詐、毒恨。 

 

以賽亞書 9:18 

邪惡像火焚燒，燒滅荊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樹林中著起來，

就成為煙柱，旋轉上騰。 

 

為伊朗人民的救贖及國家的回轉向獨一真神仰望神的慈愛

和憐憫，禱告伊朗能再次在歷史上成為像波斯時期的居魯士

一樣，成為祝福以色列和列國的器皿！ 

 

 

 

 



 

伊朗危機重重加強硬派新總統 

宣誓就職 

 

 
2021年 8月 5日星期四，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右）在伊朗

德黑蘭國會舉行的儀式中宣誓就職，司法部門首長艾傑 

（Gholamhossein Mohseni Ejehi）在一旁聆聽。（美聯社照片/ Vahid 

Salemi） 

 

伊朗德黑蘭（美聯社）－伊朗最高領袖的門徒萊希（Ebrahim 

Raisi）週四在伊朗國會儀式中宣誓就任新總統，這次就職典

禮完成強硬派在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所有政府部

門的主導地位。 

 

這位向來對西方存疑的前司法部長在局勢緊張之際接任伊

朗總統。由於華盛頓持續對伊朗實施嚴厲的制裁，再加上區

域敵對情勢升溫，為了挽救德黑蘭具有重大里程碑的 2015年

核子協議，伊朗與美國舉行間接會談，目前也陷入僵局。 



 

萊希在半小時的就職演說中表示：「國際社會應該取消對伊

朗的制裁，我們願意支持任何有助於解除制裁的外交方案。」 

 

萊希戴著傳統黑色頭巾，在什葉派的傳統，這表示他就是伊

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後裔，他誦讀就職誓詞時右手就

按在古蘭經上。 

 

萊希在就職演說中強調，他支持透過外交途徑解除美國對伊

朗的制裁，並修補與鄰國之間的裂痕，似乎在影射其遜尼派

競爭對手沙烏地阿拉伯。但他也表示，伊朗希望藉由擴張實

力來與整個中東地區的敵人相抗衡。 

 

萊希表示：「只要世界上哪裡出現壓迫和犯罪，不論在歐洲

中心、美國、非洲、葉門、敘利亞、巴勒斯坦等地區…我們都

將聲援這些地區的人民。」他指的是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

例如葉門的「青年運動」 （Houthis）叛軍和黎巴嫩的真主黨。

「這次選舉帶出的訊息是民眾反抗權力傲慢。」他的聲音因

激動而提高，掀起群眾一陣的歡呼支持。 

 

在這場選民投票率創歷史新低的大選中，萊希獲得了壓倒性

勝利，但他必須面對成堆的問題，週四他形容這些問題包括：

「伊朗敵人的敵對行動已達到最高層級、不公平的經濟制裁、

大規模心理戰以及新冠疫情帶來的困境。」 

 

  



 

在持續遭到經濟制裁的情況下，伊朗正努力解決失控的通膨

問題、人民收入減少、輪流限電以及缺水等問題，這些問題

曾引發零星的抗議事件。面對禁止伊朗向國外出售石油、伊

朗經濟崩潰和貨幣崩盤，一般老百姓受害最嚴重。 

 

在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政策的情況下，萊希承諾將解決該國日

益嚴重的經濟危機，改善不斷惡化的貨幣市場，並「資助貧

窮人口」。 

 

華府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對記者表示，美國將

拭目以待，看伊朗新政府會端出何種措施。 

 

他表示：「我們對萊希總統傳遞的訊息和前任總統一樣，簡

單明瞭：美國將捍衛並促進自身和合作夥伴的國家安全利益，

我們希望伊朗趁現在把握機會，推展外交解決方案。」 

 

美國前總統川普決定在 2018 年退出伊朗核協議後，隨著時

間過去，德黑蘭德不再遵守協議對濃縮鈾設下的諸多限制。

相較於核子協議規定的 3.67%濃縮鈾純度，現在伊朗已將少

量濃縮鈾純度提煉到 63%，只差一小步就可擁有核武等級的

濃縮鈾。而且伊朗還使用更先進的離心機，他們擁有的離心

機數量已超過核協議允許的數量。這些都讓核不擴散專家感

到憂心，雖然德黑蘭堅稱其核子計畫是和平訴求。 

 

現年 60 歲的萊希是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長期栽培的保守派神職人員。 



 

他承諾將與美國展開對話，但他也採取強硬立場，拒絕就限

制伊朗導彈發展和支持地區民兵等問題進行談判，這些是拜

登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 

 

就在德黑蘭舉行總統就職典禮的前一週，一架無人機在阿曼

（Oman）海岸附近以色列億萬富翁有關聯的一艘油輪上墜

毀，造成兩名船員喪生。 

 

美國、以色列和英國譴責這次襲擊事件是伊朗所為，誓言將

對此做出共同回應。以色列國防部長週四甚至警告表示，以

色列已準備反擊伊朗。雖然德黑蘭否認涉案，但這次襲擊事

件讓多年來針對中東地區商船的「影子戰爭」再次升溫，有

可能讓重啟核協議所做的努力變得更困難。 

 

由於伊朗各地新冠疫情持續延燒，因此伊朗政府縮減週四總

統就職典禮的規模，但仍然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領袖政要參

加。伊拉克和阿富汗總統以及最近在維也納負責協調核談判

的歐盟官員莫拉（Enrique Mora）也都搭機出席這個場合。還

有阿曼、卡達、科威特、委內瑞拉和南韓資深官員也都前來

參加這次的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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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77:14-19 

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顯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

膀臂贖了你的民，就是雅各和約瑟的子孫。神啊，諸水見你，

一見就都驚惶；深淵也都戰抖。雲中倒出水來；天空發出響

聲；你的箭也飛行四方。你的雷聲在旋風中；電光照亮世界；

大地戰抖震動。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腳蹤

無人知道。 

 

為神在全地掌權感恩，興王廢王都在祂手中，奉主名宣告伊

朗發展核武的野心都要歸於無，所謀必不成就；耶穌基督在

伊朗掌權，求主幫助伊朗國內的疫情得到控制，通貨膨漲得

到抑制，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 

  



 

谷歌宣布連接以色列和南歐的 

海底電纜計劃 

 

系統將通過 16 對光纖將以色列與法國、義大利、希臘連接

起來；第二個計劃工程是連接其他中東國家與印度 

 

 
2019 年 9 月 24 日，一名婦女走過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校園內的 

Google 標誌下方。（美聯社照片/Jeff Chiu，文件） 

 

 

谷歌(Google)已宣布計劃建造和運營兩個海底電纜系統，以

連接中東與南歐和亞洲。 

 

其中一個項目，藍色海底電纜系統，將把以色列與義大利、

法國和希臘聯繫起來。 

https://static.timesofisrael.com/www/uploads/2020/12/AP_20294526192444.jpg


 

另一個稱為拉曼海底電纜系統，將連接約旦、沙特阿拉伯、

吉布提、阿曼和印度。 

 

谷歌在週四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每條電纜將攜帶 16 對光纖，

這將增加網絡容量並減少延遲。 

 

該公司預計這些電纜將在 2024 年投入使用。 

 

據 以色列商業日報（Calcalist）報導，在 Bezeq 互聯網提供

商的幫助下，部分電纜將連接到以色列的陸地。 

 

谷歌雲端將與義大利電信公司 Sparkle合作開展該項目。 

 

該計劃項目去年首次曝光，但尚未得到谷歌的證實。多家媒

體報導稱，該項目的成本約為 4 億美元。 

 

拉曼電纜是以印度物理學家 Chandrasekhara Venkata Raman 

爵士的名字命名，他獲得了 1930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他的

工作最終成為了電纜所用技術的基礎。 

 

谷歌經營海底電纜，除南極洲以外的各大洲都有連接。 

 

搜尋引擎的母公司 – 字母控股公司 （Alphabet Inc.） 與其

他科技巨頭競爭，要建立更強大的網絡，以支持不斷增長的

全球互聯網需求，這使谷歌身為以雲端服務為基礎的提供商，

更具競爭力。 

 



 

6 月，谷歌宣布要建造 Firmina（這是以巴西廢除奴隸主義者

和作家Maria Firmina dos Reis 命名的），這是一條連接美國

東海岸與阿根廷、巴西和烏拉圭的海底電纜。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08/02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弗所書 2:21  

各（或作：全）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 

 

以弗所書 4:3  

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為國際間的商業活動被主使用來禱告，讓網路串連起國與國，

以及人與人的緊密關係，突破海陸、國界有形的界線，在主

的愛中更多為福音廣傳效力！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CANWF、簡稱華人敬拜中心)是第一個華人在以色列

內政部登記成立的 NPO 非營利機構、期許代表華人在祝福以色列事工上，再跨

出一步扎根在耶路撒冷，致力建立華人與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教會連結平

台，並以敬拜禱告與僕人服事的心，關懷祝福以色列我們的屬靈長兄。我們邀請

華人教會團體來敬拜中心預約敬拜禱告時段，歡迎個別的代禱者與敬拜著來敬

拜中心為以色列與列國守望禱告，更多了解我們的事工與異象，請與我們連繫。 

 
官網：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E-mail：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指定奉獻： 

• 支持禱告宣教士來華人敬拜中心,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25,000元/月。 

• 來回機票約新台幣 35,000元。 

• 新購軟硬體設備費用,音響設備、電腦設備、音控設備、樂器設備等。 

  

line@：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Wechat 公眾号：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华人敬拜中心 

Facebook： 

耶路撒冷全球華

人敬拜中心 

IG：

canwf_in_jerusalem 

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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