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自今年二月以來 

已資助 1千名猶太人的回歸 
 
 

新聞出處：ICEJ NEWS/大衛帕森斯牧師 

副總裁兼媒體資深發言人|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新聞日期：2020/6/16 

 

ICEJ 自今年二月以來已資助 

1 千名猶太人的回歸班機 

 

57 名來自前蘇聯的移民於週二(6/16)搭乘以色列猶太事務局

安排的班機降落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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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 



 

 
 
 

ICEJ 資助 57 名說俄語的猶太人回歸班機，在 6/16 週二早上

抵達本-古里昂國際機場 (Ben-Gurion Airport)。儘管冠狀病毒

疫情爆發，自今年二月以來，自以色列猶太事務局 (Jewish 

Agency) 安排的班機，由 ICEJ 贊助並成功帶回總計 1 千位猶

太新移民回歸以色列。 

 

來自前蘇聯各地區橫跨約八個時區的猶太新移民，當天一早

飛抵以色列特拉維夫之前，一共需要進行九趟轉機。 

 

 

現在讓我們來認識當中的部分俄羅斯家庭 

向台灣 ICEJ 基督徒的愛 致謝 

 



 

 

 

近幾個月來，隨著全球航空旅行的停止，許多以色列人認為

猶太移民也會因為新型冠狀病毒威脅宣告暫停。但是令人驚

訝的是，由於想要移居以色列的人數正在增加，因此猶太人

回歸之門仍然持續敞開。全世界許多猶太家庭甚至都決定提

高移民計劃，移民到他們認為更安全，更有利於經濟復甦的

國家。 

 

為了因應這些需要，過去三個月內，以色列和猶太事務局官

員設法安排了「撤僑專機」，帶著這些新移民回到故鄉以色

列。這也符合這個國家過去向來對猶太移民敞開大門。 

 

在冠狀病毒危機期間，ICEJ 仍然支持為回歸所做的卓越努力。

自今年 2 月 20 日以來，ICEJ 已經贊助了 234 名衣索比亞猶

太人和 766 位前蘇聯各地猶太人的回歸專機，一共需要出動

85 架次航班，包括為廣大前蘇聯地區講俄語的回歸者提供轉

機航班。 

 

https://youtu.be/P369XAckyIw


 

 

 

 

此外，在最近幾個月，ICEJ 也需要負擔猶太回歸者所需的額

外費用，其中包括當 292 名新移民抵達以色列時，需要為冠

狀病毒疫情進行兩週的強制隔離。 

 

自今年 2 月開始，台灣 ICEJ 於 1000 名新移民中，奉獻支持

119 名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機票費用，47 名俄羅斯猶太人回

歸機票與檢疫費用「每位俄羅斯猶太人回歸支持奉獻經費是

USD1170」。再次感謝台灣眾教會與弟兄姐妹的禱告與奉獻

支持。 



 

即使現在多數的定期國際航班仍處於停飛狀態，以色列和猶

太事務局仍設法與世界各地的國家合作，提供緊急航班，將

受困海外的以色列公民與核准移民以色列的海外猶太人接

回家。 

 

最近抵達的猶太人中有許多是來自於前蘇聯地區，這些地區

的經濟欲振乏力且冠狀病毒威脅仍處於高峰。即使在這些國

家旅行已是困難重重，甚至有些地區是禁止旅行，但這些猶

太家庭仍費盡心力，想辦法搭上前往以色列的班機。在最近

幾個案例中，即將臨盆的婦女仍決定在抵達以色列後，才在

猶太家園生下寶寶。儘管多數人都不允許搭飛機，以色列和

猶太事務局官員還是透過各種管道，要讓這些人安全在機場

進行通關。 

 

ICEJ 總裁猶根布勒博士表示：「儘管冠狀病毒在世界各地帶

來許多不幸的負面消息；猶太回歸人數出乎意料地增長，是

這次危機中少見的正面報導，有為數不少的猶太家庭想要盡

快回到以色列。我們感到既榮幸又興奮，能夠在當今猶太人

回歸故土的獨特新頁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在疫情全球大流

行之際，仍無法阻擋猶太人返鄉回到以色列。」 

 

ICEJ 自 1980 年 9 月創立以來，已經協助來自全世界數十個國

家的 15.7 萬名猶太人透過猶太人回歸計劃 (Aliyah) 回到以

色列。 

 

 

 



 

讓我們來觀看 ICEJ 為您所做的整理報導 

 

 

 

 

耶利米書 33:2-3、6-7 

成就的是耶和華，造作、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是

他的名。他如此說：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

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

使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豐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們。我

也要使猶大被擄的和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並建立他們和起初

一樣。 

 

 

約翰福音 10:14-16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

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我另外有羊，不是

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

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wYRhbtp2As&t=4s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使用 ICEJ 與其他許多不同的非基督教機

構與猶太事務局將猶太人阿利亞帶回以色列，祢使用 ICEJ 來

表明列國基督徒回應天父表明對猶太人的愛與支持，我們是

何等殊榮為祢所用，成就、造作、與建立都在乎祢，我們求

告祢，祢就應允我們，並將許多我們不知道且又大又難的事

指示祢的百姓，何等奇妙與恩典。為著所有回歸在以色列安

身的阿利亞禱告，求祢賜福阿利亞得以痊癒安舒，祢是好牧

人，認識每個人，縱使在我們還尚未認識祢之前，祢早就知

道我們每個人並為我們捨命。我們禱告祢領著阿利亞前來到

祢面前，打開他們屬靈的眼睛與耳朵，看見祢並聽祢的聲音，

在祢的裡面合成一群，同歸一個牧人，使他們得醫治，將豐

盛的平安和祢的真理顯明與他們，天父，阿利亞不僅是知道

明白自己所屬的猶太根源，更是要回到祢的裡面與祢從而為

一。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Welcome Back! (Credit: ICEJ) 



 

神醫治列國 

撰文：總裁猶根布勒博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日期：2020/6/12 

 
 

 
 
 

「萬軍之耶和華如此說：『過不多時，我必再一次震動天地、

滄海，與旱地。』」(哈該書 2:6) 

 

先知哈該預見了全球動盪的時刻，他看見的不只是地的震動 

，也是天的震動。天的震動並不是指天上神的居所有絲毫的

動搖，因為上帝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不改變，祂的

統治與王權是存到永遠。因此這裡天上指的是那些執政的和

管轄這幽暗世界的天空屬靈權勢，想要影響我們所在的世界

「(以弗所書 6:12)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作摔

跤；下同)，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在如此吵嚷軒然大波之際，

甚至遍及列國與掌權幽暗世界的惡魔，都將動盪不安，甚至

可能出現政權更迭。 



 

我們的確處在全球前所未有的震動時刻，新型冠狀病毒引發

了全球動盪，讓世界各國的政府都採取許多不尋常的決策。

這場瘟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影響世界的每個角落，而且同時

影響世界上所有的國家。 

 

此外，最近美國非裔男子喬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之

死引發的示威暴動，如同野火燎原般席捲全球。全美各地都

可感受到這個事件帶來最劇烈且最令人不安的影響；讓美國

社會原先已存在的對立情勢更形加劇，甚至可能左右即將到

來的美國總統選舉。當中有許多示威活動被破壞勢力綁架，

他們並不想要種族間和諧相處，或希望國家和平，而是意圖

破壞。我個人深信大部分的暴力事件背後是出於邪靈的作為 

，因此需要在靈裡爭戰禱告才得以解決。 

 

新型冠狀病毒全球大流行再加上暴動，都在全美和世界各地

揭開一道傷痕，迫切需要醫治，這正是為何我們需要神的話

帶下盼望。 

 

「這稱為我名下的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

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歷

代志下 7:14) 

 

這段經文教導我們，禱告可以帶來整個國家的醫治與恢復。

禱告不只可以做為攸關個人財務、健康或家庭的爭戰武器；

禱告也可以是影響國家的戰略武器，如果再加上禁食，就可

以砍斷所有重軛與堅固營壘。上帝激勵我們從這些層面去思

考。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

(詩篇 2:8)  

 

當但以理在巴比倫為四散的以色列百姓禱告時，他的禱告影

響了統管希臘和波斯帝國背後的屬世靈界掌權者。這表示集

中火力且專注的禱告，可以翻轉國家與地區的屬靈氣氛。 

 

其中的一個例子是在 1980 年代後期的德國。二次大戰結束

後，德國受到嚴厲的審判，整個國家一分而二。東德是接受

蘇聯的控制與壓迫，「東德地區最終是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

會(簡稱 KGB)情報官普丁 (Vladimir Putin) 的監視下」；另一

方則是美國領導下的自由西方世界。東西方的冷戰斷層線貫

穿德國，特別是穿過柏林(Berlin)這個城市，當時東西德彼此

相互監視，甚至受過戰爭的訓練以彼此戰鬥。 

 

即使在 1989 年中期，德國統一仍看似不可能。有些先知性預

言像是英國聖經學者大衛．鮑森 (David Pawson) 和創立青年

使命團 (YWAM) 的洛倫．坎寧安 (Loren Cunningham) 皆預

言兩德統一，但卻遭到德國牧師的訕笑。其實分隔德國的，

不只是出於國家分裂，更是由於全球各政治陣營都願意為捍

衛德國領土而戰。我還記得小時候，美軍在靠近斯圖加特 

(Stuttgart) 我的家鄉附近舉行軍事演習。 

 

去年夏天我回到德國，剛好是德國統一 30 週年。因此有機會

和東西德地區的牧師與領袖交談，我因為聽到的內容而大受

激勵。特別在 1970 年後期共產主義統治下的東德，就已出現

許多禱告小組，他們禱告求神醫治這塊土地。 



 

德國統一的前一年，有許多個人和禱告小組，在神的帶領下，

以及在其他人都不知情的情況下，前往柏林圍牆禱告圍牆倒

塌。雙方都在柏林圍牆舉行聖餐禮，但不知道牆的另一邊也

有人在做相同的事。 

 

帶領柏林圍牆倒塌的示威抗議，其實是從德勒斯登 (Dresden) 

尼可拉斯教會 (Nikolai Church) 週一的禱告會開始，這個每週

禱告聚會從 1986 年就已經開始，神果真垂聽了這些人的禱

告！ 

 

1989 年 11 月 9 日晚上究竟發生什麼事，至今仍無從得知。

但每個人都同意，當一名東德高階官員會宣布開放邊界之時 

，這絕對是個神蹟。 

 

我今天寫下這個故事，是因為現在世界各國都需要經歷醫治 

。在美國境內有一道牆越過這個國家，我指的不是鞏固美國

南方邊界安全的那道牆，而是撕裂分化這個國家的一道牆，

這道牆不只危及美國本身的政治結構，更危害到「上帝庇佑

下的」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美國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

要我們的禱告，特別是我們這些西方世界的基督徒，因為美

國數十年來都與我們並肩奮戰，因此我們比其他國家都更虧

欠美國。 

 

正如神醫治並統一德國，神也可以醫治並統一韓國。北韓這

個國家曾經歷極大的復興，因此曾有「亞洲耶路撒冷」之稱。

這件事在今天看似不可能，但在神凡事都能。 

 



 

不過國家得醫治的關鍵不在於政治人物，而是在於神的百姓 

。因此神不是說「如果總統」或「如果政府」，或是「如果

國會」，神是說「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我

必…醫治他們的地。」 

 

國家得醫治的關鍵是在你我這種普通的百姓手中，願意站在

中間隔斷的牆，禱告這些牆都要奉耶穌的名倒塌！ 

 

請加入我們為美國、北韓和以色列的禱告行列。或許您自己

的國家也需要神的觸摸，神是全地的醫治者。雅各書 5 章 16

節提到：「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們的禱

告可以打破魔鬼的分化，以及自由主義和種族主義的權勢，

因為耶穌是萬王之王與萬主之主，當祂的百姓起來禱告，在

祂就沒有難成的事。讓我們攜手一同完成這事！ 

 

 

讓我們一起改變這個世界，願上帝從耶路撒冷祝福您！ 

 

另外，請您加入以賽亞 62 禱告運動每個月代禱信，一起加入

禱 告 的 行 列 。 並 加 入 台 灣 ICEJ 華 語 臉 書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並考慮加入每週三在耶

路撒冷舉行的全球線上直播禱告會，或參加每個月一次的全

新月朔 (Rosh Chodesh) 全球禱告運動。還有其他人和您一樣 

，願意與其他基督徒一起，加入禱告發聲的信心行動，真實

地來影響他們所在的國家。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東德影片 

 

 

 

西德影片 

 

 

 

歷代志下 7:14 

這稱為我名下的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UnFlMHctpo&feature=youtu.be
https://youtu.be/2UnFlMHctpo
https://www.youtube.com/embed/I4MmCMKNy40?feature=oembed


 

以弗所書 6:12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原文作摔跤；下同)，乃是與那

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

惡魔爭戰。 

 

 

親愛的天父，藉由本篇專文教導分享使我們真實地看見禱告

撼動列國，甚至是在人看是不可能東西德合併的事，祢卻在

一夜之間做到了。而如此成就的事，有多少的禱告堆積成能

夠推倒這面攔阻神計畫的牆，我們的天父，祢真是我們奇妙

可畏的神！求祢悔改的靈充滿在屬祢百姓的裡面，使我們的

心回轉歸向祢，因著自卑禱告尋求祢面，轉離惡行，為要與

祢更加地親密並貼近祢的心，祢的愛吸引我們，使我們經歷

祢從天上垂聽，赦免我們的罪性與罪行，都與主耶穌同釘死

在十架上，好讓我們與祢同死同復活，醫治這地。幫助我們

有從祢來屬靈的眼光，真知道我們並不是屬血氣的爭戰，興

起美國、北韓、以色列與列國的教會，我們更是將華人的教

會都交託給祢，在全地建立禱告網絡，好讓我們同心與祢一

起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

靈氣的惡魔爭戰，並得勝有餘。天父，謝謝祢，因祢是又真

又活的全能神，我們全心倚靠祢。相信靠主並將得勝！禱告

奉靠主耶穌基督聖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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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