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國可能從 11 月 1 日起 

讓接種疫苗遊客入境 

由於缺乏確認疫苗接種證書的協議，有些國家的非團體旅行

者（自由行個人），一開始被排除在潛規則之外。 

 

 
2021 年 9 月 20 日，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裡安機場看到的旅客。

（Nati Shohat/Flash90） 

2021.10.21  猶太曆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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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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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可能會在 11 月初開始，允許接種疫苗的遊客進入該

國。由於在承認疫苗證書方面缺乏共識，這個潛在計劃一開

始可能會將美國人、加拿大人和英國人排除在外。 

 

自去年 3 月冠狀病毒大流行以來，實際上，絕大多數遊客已

被禁止進入以色列。根據現行規定，遊客僅在 5 月才開放讓

有組織的團體進入，儘管人數非常有限。此外，以色列公民

或居民的一級親屬可以申請入境的旅遊許可。 

 

根據希伯來語媒體的報導，包括 Kan 新聞和環球財經日報在

內，第一階段是從 11 月 1 日起允許散客入境，那些來自與

以色列簽訂互惠協議、大約 40 個國家的遊客，認可疫苗接種

證書的。 

 

以色列尚未與包括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在內的大多數國家，

達成承認疫苗的協議，這可能會阻礙來自這些國家的遊客入

境。 

 

報導稱，外國遊客需要在過去六個月內，接種第二劑或第三

劑疫苗，以符合在以色列被視為完全接種疫苗的要求。許多

國家尚未實施加強劑的計劃，這可能會使外國遊客的情況更

加復雜。 

 

環球財經日報報導稱，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允許在紐約和加

利福尼亞接種疫苗的遊客入境。這份報告沒有說明為什麼將

這兩州單獨列出，也沒有說明如何執行這一規則。 

 



 

 
2021 年 10 月 3 日，一名婦女在耶路撒冷 Clalit 醫療保健中心接種了

一劑 COVID-19 疫苗。（Yonatan Sindel/Flash90） 

 

環球財經日報表示，世界衛生組織認可的疫苗，以色列當局

也將接受，這意味著中國接種（在許多國家，包括阿聯酋使

用）將被允許，但俄羅斯的 Sputnik V 疫苗則不會。 

 

報導稱，來自世界各地已接種疫苗的遊客，可能從 11 月 21

日起可以進入以色列。 

 

此外，據說旅遊部正在為接種疫苗的旅行團制定計劃，即使

他們不符合最新接種日期的要求。根據這個架構，每天將允

許大約 1,000 名旅客進入以色列，但需要在旅遊景點入口處

進行快速抗原檢測。 

 

無論如何，所有前往以色列的旅客都必須在出發前 72 小時

內進行 PCR檢測，並在抵達本古裡安機場時進行第二次檢測。



 

接種疫苗的旅客必須隔離 24 小時，或直到他們收到陰性測

試結果。未接種疫苗的人必須隔離 14 天，如果在第 1 天和

第 7 天進行兩次陰性測試，則可以縮短至 7 天。 

 

 
2021 年 3 月 8 日，特拉維夫附近的本古裡安國際機場，醫療技術人

員為乘客進行 COVID-19 測試。（Flash90） 

 

衛生部不會對這些報導作出具體評論。一位官員說：「一旦

大綱得到確認和批准，我們會有條理地公佈。」 

 

旅遊部還表示，這項計劃尚未拍板定案，包括哪些國家將被

列入核准名單等細節。 

 

以色列外交部當時宣佈，上個月和歐盟達成協議，相互承認

疫苗證書。 

 



 

外交部表示，這項協議將使已接種疫苗的以色列遊客和商務

人士，獲得歐盟綠色通行證，允許進入歐洲的「餐館、文化

中心、公共機構等」。 

 

聲明說，這也促使以色列緊鑼密鼓，開始迎接來自歐洲的遊

客。此外，如果日後有其他國家加入這項計劃，以色列人也

將同樣獲准往來這些國家。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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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20 篇 

願耶和華在你遭難的日子應允你；願名為雅各神的高舉你。

願他從聖所救助你，從錫安堅固你，記念你的一切供獻，悅

納你的燔祭，（細拉）將你心所願的賜給你，成就你的一切

籌算。我們要因你的救恩誇勝，要奉我們神的名豎立旌旗。

願耶和華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禱告 

為以色列和各國即將開放國門禱告，願神從錫安記念，眾人

要因神的救恩誇勝，要奉神的名豎立旌旗，獻上供獻，來到

耶路撒冷朝見神。 

 

 



 

希伯來文學習—沙漠中的秘密 

 

聖經希伯來語啟示的聖經 

 

 

重新審視荒漠 

 

當我們聽到「沙漠」這個詞時，大多數人都會想像一片滿是

蝎子和沙丘組成的無盡荒地。或許是某些沙漠的寫照，像是

撒哈拉沙漠，但以色列人飄流 40 年的沙漠，卻是截然不同的

故事。西奈的曠野位於埃及和以色列之間，看起來炎熱、乾

燥、貧瘠，但對於那些知道去哪裡尋寶的人來說，它可是生

機盎然。  

 

  



 

希伯來語揭示了「沙漠」的義蘊 

 

生活在西奈半島的貝都因牧羊人，是沙漠生存的大師。幾千

年來，他們都知道沙漠是放牧大批山羊和綿羊的理想場所。

他們獨自帶著牲畜，在鄉間漫遊，尋找灌木和樹叢。這解釋

了聖經原文希伯來語原文中「沙漠」一詞的含義：midbar ר 。ִמְדבָּ

這個詞的核心是詞根 DBR，意思是「放牧」。 

 

為一生的旅程作好準備 

 

因此，在聖經中，上帝被描述為牧羊人，而我們是他的羊群

（以西結書 34 章），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在經歷了 400 年的

殘酷奴役之後，被釋放重獲自由的以色列人，還沒有預備好

直接進入迦南地。上帝為祂的羊群提供了一段修復期，空曠

的荒野正是最完美的場域，安息、帶領餵養、好預備遵行上

帝的旨意。 

 

新聞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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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8:2-3 

你也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在曠野引導你這四十年，是要苦

煉你，試驗你，要知道你心內如何，肯守他的誡命不肯。他

苦煉你，任你飢餓，將你和你列祖所不認識的嗎哪賜給你吃，

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裏所出的

一切話。 

 

禱告 

以色列人在西奈曠野飄流四十年間，因著神的帶領供應，衣

服沒有穿破、腳也沒有腫，神愛以色列人的心從始至終未曾

改變，願神賜下復興，使猶太人認耶穌是彌賽亞。 

 

 

  



 

猶太回歸日的重點是為了 

紀念猶太復國主義 

 

猶太回歸（Aliyah）是讓民族團結一致的偉大力量，其獨特性

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也找不到的。 

 

 
猶太家庭申請猶太回歸，返抵以色列地。（圖片來源：Flash90） 

 

2016 年，以色列透過立法設立猶太回歸紀念日（Aliyah Day，

「Aliyah」在希伯來文意思是指「上行」）。這項立法承認猶

太人移民回到聖經家園的重要性，並尊榮那些拋下一切在先

祖之地重新開始的人。 

 

猶太人每年是在瑪西班月（Cheshvan，猶太曆第八個月份，

陽曆十、十一月）第七日慶祝猶太回歸（Aliyah），但猶太回

歸者（olim）一整年都會來到以色列。 



 

傳統上認為，以色列人是在尼散月（Nisan，猶太曆第一個月

份，陽曆三、四月）第十日（過約旦河）首次踏上這片土地。

但由於這一天接近逾越節，因此立法建議在瑪西班月第七日

慶祝這個節日；接近妥拉每週讀經進度『你要離開』篇（Lech 

Lecha）。上帝在這一天賜下神聖諭令，要亞伯拉罕前往迦南

地。 

 

以色列國 （State of Israel） 的誕生要歸功於這些猶太回歸

者。以色列和美國或加拿大一樣都被稱為移民國家。但以色

列的公民身分可不是用錢買得到的，也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

這獨一無二企業的一份子。雖然這個國家建國時間不長，但

猶太民族卻是源遠流長，因此他們有權決定自己的家園。這

樣的心志充分展現在阿米爾·吉爾伯（Amir Gilboa）詩歌中所

寫道：「突然間，這人早晨起床，感覺到自己屬於一個民族，

於是起身行走。」同樣地，這群優秀的民族從二次大戰的灰

燼中浴火重生，面對四周圍的敵對國家，依然建立興盛的國

家。如果少了這群猶太回歸者，以色列要靠什麼存續？！ 

 

在這一天，教育機構、政府部門、以色列國防軍（IDF）和以

色列國會都會舉辦儀式，講述數千名猶太人的個人故事，將

這些故事化零為整，交織成一個個戰勝逼迫、艱辛旅程、語

言障礙和融入社會艱難挑戰等勇敢事蹟，這些故事持續形塑

這個國家，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強大。 

 

有些國家將移民視為一種負擔，但以色列卻將猶太回歸者看

成是策略性資產，想方設法地協助他們融入社會，在這些事

上也獲得程度不一的成果。 



 

新冠疫情爆發就是完美的例證；當世界各國封閉邊境，以色

列依然敞開邊界大門，接收新移民。面對班機取消和封城措

施，數以萬計新移民仍然從世界各地來到以色列。 

 

這些猶太回歸新移民仍要面對諸多挑戰。百萬遊說協會（The 

Million Lobby Association）執行長瑞夫（Alex Reef）在專門討

論猶太回歸議題的「新消息報」（Yedioth Ahronoth） 專家小

組會議上表示：「按照移民人口比例，許多年輕人無法晉升

位居權力核心的高階職位，或許當中最困難的就屬宗教和國

家等領域。根據猶太宗教法（Halacha）的規定，約莫 40 萬

說俄語的以色列人不被認為是猶太人，不能在以色列結婚，

也不能享有同等權利。」 

 

她接著說道：「但真正諷刺的是，當猶太人被認可為猶太人，

按著猶太人方式生活；想要在以色列結婚，來找猶太大拉比

（Rabbinate），還得經歷羞辱和艱難過程，才能證明自己的

猶太血統。這種事幾乎只會發生在說俄語的以色列人身上。」 

 

希望有幸獲得國家認可為猶太同胞，似乎是以色列新移民在

面對諸般困境時的共通點。社運人士和衣索比亞裔猶太人協

會（Ethiopian Jewish Association）前主任德戈（Ziva Mekonen 

Dego）在同一場小組會議中提到：「衣索比亞人融入社會的

挑戰都是源自一個事實，那就是以色列國不想承認我們的猶

太血統，也不讓我們適用《回歸法》（Law of Return）。 

 

如果觀察以色列自 1980 年代以來的所有示威抗議事件，都

是和猶太回歸權利、取消嚴格的皈依猶太教規定（Giyur），



 

以及處理捐血和警察施暴等抗議事件有關，我們面對的所有

困境無關乎文化差異或經濟困境，反而是與以色列的基本公

民權有關。順道一提，衣索比亞社區是以色列國防軍入伍率

最高的一群。」 

 

儘管有代表性和宗教承認上的明顯差異，移民都算過得不錯；

而且因為聖經中提到古時嚮往錫安的盼望而團結在一起。這

種團結是寫在聖經中，也刻在亞伯拉罕後裔的 DNA 編碼中。

這種讓民族團結一致的偉大獨特性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

也找不到的。這是出於上帝的應許和祂的旨意，能夠堅固這

些新移民的信心，並持續將更多猶太人帶回家。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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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66:19-20 

我要顯神蹟（或譯：記號）在他們中間。逃脫的，我要差到

列國去，就是到他施、普勒、拉弓的路德和土巴、雅完，並

素來沒有聽見我名聲、沒有看見我榮耀遼遠的海島；他們必

將我的榮耀傳揚在列國中。他們必將你們的弟兄從列國中送

回，使他們或騎馬，或坐車，坐轎，騎騾子，騎獨峯駝，到

我的聖山耶路撒冷，作為供物獻給耶和華，好像以色列人用

潔淨的器皿盛供物奉到耶和華的殿中；這是耶和華說的。 

 

求主破除一切在以色列不能接納新移民的背後權勢！求主

在以色列所有反對新移民的人的理性、悟性和感性上做翻轉

的工作，使他們全然歡迎接納自世界各國回歸的猶太人，並

幫助這些新移民適應新環境和生活！ 

  



 

為何巴勒斯坦基督徒選擇離開聖地？ 

 

根據民調結果顯示，巴勒斯坦基督徒有強烈意願想要移到西

方國家，但真是因為以色列的緣故？在以色列境內的基督徒

人數仍有增長。 

 

 
東正教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舊城（Old City）慶祝復活節。（圖片來源：

Miriam Alster/Flash90） 

 

最近數十年來，巴勒斯坦基督徒一直在離開聖地，這已經不

是什麼秘密。但這種遷徙背後的真正根本原因究竟為何？是

為了追求更安定的生活、安全感，還是平等？ 

 

根據巴勒斯坦政策研究中心（Palestinian Center for Policy and 

Survey Research）在 2020 年 1 月 27 日到 2 月 23 日所做的調

查證實，基督徒似乎比巴勒斯坦穆斯林更有可能移民。 

 



 

巴勒斯坦基督徒少數族群都住在約旦河西岸的多座城市，包

括伯利恆、拉馬拉（Ramallah）、那布勒斯（Nablus）、耶利

哥以及加薩走廊。根據 2017 年以色列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

約 400 萬名巴勒斯坦人住在約旦河西岸，另外 200 萬人則住

在加薩走廊，當中的巴勒斯坦基督徒人數已降至只剩下

47,000 人。 

 

尤其在約旦河西岸，基督徒人口在過去 100 年來大幅減少。

舉例來說，1922 年，基督徒佔伯利恆人口的 84%；到了 2007

年，在這個耶穌誕生的城市，基督徒只佔當地人口的 28%。 

 

移民意願 

 

在約旦河西岸，36%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在接受民調時表示，

他們考慮離開這個國家；同時也有 64%的人表示，他們不打

算移民。但在哈瑪斯統治下的加薩走廊，希望離開該地的基

督徒比例卻攀升到 84%。在一般穆斯林中，只有 23%的受訪

者表示，他們想要移民。 

 

大多數想要離開的人都偏好前往美國或加拿大定居，歐洲則

排在第三順位。 

 

什麼促使巴勒斯坦基督徒想要離開自己的國家？ 

 

這份民調對約旦河西岸和迦薩地區的 995 人進行抽樣調查，

結果發現，基督徒考慮移民主要有三種原因，其中包括經濟

狀況困難、宗教騷擾和以巴衝突。 



 

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 

 

巴勒斯坦基督徒想要離開家園的主因是無法謀生，在約旦河

西岸有 59%，而迦薩地區有 72%的人表示，他們想要移民是

出於經濟考量。 

 

58%的基督徒形容，他們的經濟狀況並不好或非常糟糕，而

有 42%的基督徒受訪者表示，他們的經濟狀況良好或非常好。

有趣的是，這份民調顯示，基督徒整體的經濟狀況都比巴勒

斯坦一般民眾來得好。 

 

同時，有 47%的基督徒表示，教會忽視對有需要的人提供人

道和經濟援助。只有 23%的人認為教會有適當關懷聖地的基

督徒。 

 

尤其除了經濟考量，巴勒斯坦基督徒也認為該地欠缺人身安

全保障、有犯罪問題、迫害自由及政府貪汙等一般社會問題，

都是他們考慮移民西方國家的原因。 

 

巴勒斯坦基督徒和他們的穆斯林鄰居一樣，顯示他們不信任

巴勒斯坦政府、當地維安人員或法院；他們對當地基督教神

職人員也抱持不信任態度。 

 

穆斯林的迫害 

 

雖然絕大多數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表示，他們在學校和工作場

所並沒有遭受穆斯林鄰居的騷擾。 



 

但約有 27%的基督徒的確提到，他們成了宗教詆毀辱罵的對

象。而且有 43%的基督徒表示，他們感覺大多數穆斯林不希

望他們住在巴勒斯坦地區。 

 

同樣地，約有四分之一的基督徒受訪者表示，雖然他們可能

沒有明顯感覺被騷擾，但當他們在找工作或向政府單位洽詢

服務時，的確感受到因信仰緣故而遭受歧視。 

 

基督徒在私人單位找工作時，表示自己曾在職場遭受歧視的

比例就攀升到 44%。 

 

30%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表示，由於穆斯林對基督徒的敵視，

因此他們不覺得自己融入巴勒斯坦的社會。 

 

雖然大多數的基督徒覺得在社會上被接納，但約有四分之一

的基督徒受訪者表示，穆斯林朋友和熟識的人曾要求他們皈

依伊斯蘭教。10 個人當中有 7 人表示，在某些時候，他們曾

經聽到穆斯林表明，基督徒應該要下地獄。 

 

以巴衝突 

 

雖然這不是首要原因，但基督徒還是認定，以巴衝突是他們

想要移民的原因。許多人抱怨以色列的檢查哨，指控他們被

猶太屯墾區居民攻擊，以及土地被徵收。大多數人也認為，

以色列想要將他們逐出自己的家園，雖然以色列領土（自

1948 年後，根據國際認可邊界及休戰線劃出的領土）上的基

督徒人口確實是有增長。 



 

過半數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希望透過政治手段解決與以色列

的衝突，從而建立單一國家（Single State），能夠讓巴勒斯坦

人和以色列人享有相同的權利義務。只有 30%的人表示，他

們希望實行兩國方案（Two-State Solution），這樣他們就得在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Palestinian Authority）的統治下生活。大

多數的巴勒斯坦基督徒認為，對他們來說，一國方案（One-

State Solution） 是最保險的做法。這聽來有點諷刺，因為這

個單一國家會有一半是猶太人，而且很有可能仍然是猶太人

居多數。不過，先前曾經提過，多數巴勒斯坦基督徒仍認為，

以色列猶太人希望將他們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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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59:1 

耶和華的膀臂並非縮短，不能拯救，耳朵並非發沉，不能聽

見， 

 

出埃及記 19:4-6 

『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們都看見了，且看見我如鷹將你

們背在翅膀上，帶來歸我。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

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

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這些話你要告

訴以色列人。 

 

讓我們為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基督徒禱告，神保護與他們同

在，也賜給他們在地上有平安的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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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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