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請您幫助以色列貧窮新移民兒童 

協助以色列新移民孩童在家學習 

ICEJ 提供電腦讓孩童使用遠距教室 

2020.12.02   猶太曆 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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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自己的祖國歸回到以色列絕對是一個具有挑戰性的壯舉，

然而，您能想像在這場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間，對於一個孩子

而言是會有多困難嗎？ 八歲的耶櫚絲(Yirus)最近與父母和

五位兄弟姊妹從衣索比亞取得了阿利亞(Aliyah)回歸者身份。

當她開始上學時，由於以色列政府實施新的新冠肺炎限制措

施，因此當她開始上學，立刻面臨語言障礙與文化差異帶來

的挑戰，以及在家中遠距上課遭遇的難題。 

 

有許多孩童和耶櫚絲(Yirus)一樣，都是在這個特別考驗的時

刻來到以色列。目前，有將近 600 名衣索比亞孩童，及另外

370 名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孩童需要更多協助，讓他們過渡

到目前新的教育系統，同時又是一個新的線上學習系統。「扎

根(Foundations)」是一項重要的教育計劃，希望協助 8 歲到

高三這個年紀的學生，提供他們所需的學習工具，能夠使用

Zoom 參加課堂學習，而且每天與一名教師實際互動，協助他

們解決技術上的困難，以及希伯來文和其他科目等問題。 

 

 



 

需要該計劃協助的孩童大多數是衣索比亞人，但也開放給住

在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經營的回歸中心裡的其他移民

孩童。由於新冠肺炎影響，再加上他們的房子通常空間狹小，

因此孩子在家中學習會遇到極大困難。而且一些移民家庭也

無法負擔適當的技術設備，能讓孩子上網參與線上課程。此

外，他們的父母也才剛開始學習希伯來文與當地文化，因此

無法協助孩子解決遭遇到的問題。 

 

來自俄羅斯的兩名移民孩童塞爾吉(Sergei，13 歲)和艾麗莎

(Alisa，11 歲)也參加「扎根」計劃，希望在語言學習上獲得

更多協助。這為塞爾吉帶來顯著改變，他的希伯來文學習已

有長足進步，也能夠交到朋友，並享受在校時光。自從新冠

病毒危機爆發以來，ICEJ 已捐贈遊戲、希伯來文教科書、學

校用品、書籍，並且為塞爾吉和艾麗莎提供平板電腦。 

 

 

 



 

猶太事務局的丹妮兒．摩爾(Danielle Mor)與 ICEJ 慈惠和回歸

事工部 (Aid and Aliyah)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分享

道，他們對 ICEJ 的支持表示感激，丹妮兒也指出：「因為 ICEJ

的支持，讓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回應這些需要。…我們代表

耶櫚絲(Yirus)、塞爾吉和艾麗莎，以及許多因「扎根」計劃受

益的其他家庭與孩童，誠摯向 ICEJ 表達感謝。因為你們的支

持，讓這些孩子在虛擬學校環境中學習時，能有這些訓練有

素的專業人員給予支持與協助。」 

 

因為世界各地基督徒朋友的慷慨奉獻，讓這個重要的教育支

持計劃得以實現，為此，我們深表感謝。不過，在以色列全

國各地，還有許多移民和以色列當地的弱勢孩童需要我們的

協助。只要奉獻 600 美金就能夠幫助我們，為孩童購買電腦

或是提供教育支持系統。請加入我們，讓這些孩童能夠平順

度過這段過渡期，並為他們迎向美好未來打下基礎。 

 

 

今天就能夠為孩子的生活帶來改變！ 

 

 

 

 

 

 

  

為孩童扎根計畫奉獻 

https://p.ecpay.com.tw/EF11CB8


 

 
翻譯：豐盛 

校稿：台灣 ICEJ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Kayla Muchnik ｜ICEJ NEWS 

新聞日期：2020/11/24 

 

 

箴言 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禱告方向： 

為這些身處在貧窮家庭新移民兒童禱告，求主祝福他們在學

習的起跑線上也有基本可以遠距上課的能力，為華人教會禱

告有從恩主來的感動，禱告與支持，參與「扎根計畫」奉獻，

願神帶領我們經歷施比受更為有福的恩典。 

  



 

緊急撤離貢德爾衣索比亞猶太人 

 

衣索比亞裔以色列人要求以國政府，派機將親

人從飽受戰亂的國家撤離返回以色列 

以色列總理辦公室外集結約 200 名抗議人士，許多人舉著為

移民等待多年的親人照片。 

 

 
2020 年 11 月 25 日，衣索比亞猶太社區成員在耶路撒冷總理辦公室外舉行示威

活動，他們高舉親人照片，要求以色列政府，將他們仍留在衣索比亞的數千名

親人帶回以色列。(Photo Credit: Yosef Abramowitz) 

 

 

 



 

週三約有 200名衣索比亞裔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總理辦公室

外集會，他們譴責以色列政府刻意拖延，不讓他們的親人從

飽受戰亂的非洲國家移民到以色列。許多示威者舉起還留在

當地的親人照片，在抗議標語上寫著：「我們要為親人伸張

正義」。 

 

在衣索比亞有多達 14,000 名猶太人在等候回到以色列。儘管

有新冠病毒大流行，還有最近在北部提格雷省(Tigray)爆發的

軍事衝突，但以色列政府已批准，將在 2021年 1月載送 2,000

名猶太人返鄉。 

 

爭取將仍留在衣索比亞的猶太人帶回以色列的社運團體於

上週警告，在貢德爾(Gondar)和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等

候返鄉的猶太人正處在「直接且致命的立即危險中」，因此

需要立刻派機接送他們回來。 

 

衣索比亞總理阿邁德(Abiy Ahmed)政府與該國西北部提格雷

人民解放陣線(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之間的武裝衝

突，在 11月 12日造成一名 36歲的吉爾默·葛特(Girmew Gete)

喪命，成了貢德爾猶太社區的第一位受害者，吉爾默為移民

以色列已等了 24 年。 

 

 



 

 
2020 年 11 月 25 日，衣索比亞猶太社區成員在耶路撒冷總理辦公室外舉行示威

活動，他們高舉親人照片，要求以色列政府，將他們仍留在衣索比亞的數千名

親人帶回以色列。(Photo Credit: Yosef Abramowitz) 

 

 

自從提格雷省爆發武裝衝突以來，已有超過 4 萬名衣索比亞

人為了躲避戰火，逃到蘇丹東部。 

 



 

另有火箭射向厄利垂亞(Eritrea)首都阿斯瑪拉(Asmara)以及

提格雷省以外的衣索比亞城市，令人擔憂衝突可能擴大。根

據報導，已有數百人遭到殺害，其中包括至少 600 位平民。

衣索比亞人權觀察組織表示，這些人是在梅卡德拉鎮 (Mai-

Kadra)慘遭屠殺。 

 

 

 

 

近年來，以色列政府對衣索比亞猶太移民的政策承諾經常無

法兌現。2013 年以色列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宣布結束

衣索比亞猶太回歸行動，引發衣索比亞國會議員和以色列衣

索比亞社區成員的抗議。以色列政府在 2015 年 11 月通過一

項決議，將在五年內派機將等在貢德爾和阿迪斯阿貝巴「社

區內的最後一批猶太人」載送回到以色列。 



 

然而，根據猶太事務局的數據顯示，自從以色列政府做出這

項決定之後，僅帶回了 2,257 名衣索比亞人。 

 

 
2020 年 11 月 25 日，衣索比亞猶太社區成員孩子們也隨著大人在耶路撒冷總理

辦公室外舉行示威活動，他們高舉親人照片，要求以色列政府，將他們仍留在

衣索比亞的數千名親人帶回以色列。(Photo Credit: Yosef Abramowitz) 

 



 

據當地社運人士表示，約有 9,000 名猶太移民已經等了 15 年

或更久時間。他們表示，約有四分之一猶太移民是住在首都

阿迪斯阿貝巴，他們已經等了 20 多年；其餘的猶太人則是在

貢德爾市堅持了 15 到 20 年時間。 

 

消息人士對《以色列時報》表示，冠狀病毒疫情嚴重打擊這

群衣索比亞猶太人的經濟情況。當地工作機會減少，糧食短

缺，物價又上漲了 35%到 50%。在以色列的家人原先會寄錢

給在衣索比亞的家人，但因新冠肺炎造成的各種問題，他們

自己已經是勒緊褲帶度日；而且慈善機構也因為新冠病毒大

流行，無法募得足夠款項。 

 

台灣 ICEJ 邀請您在這急迫的時刻，一起參與緊急帶回靠近軍

事衝突地區的貢德爾城市衣索比亞猶太人，每位衣索比亞阿

利亞回歸機票費用是 800 美金「甚至於在疫情期間機票費用

會更高」，我們邀請您伸出人道救援之手，幫助衣索比亞猶

太人緊急撤離，回歸以色列。 

 

 

 

 

  

https://p.ecpay.com.tw/8DA7B


 

目前約有 14 萬衣索比亞猶太人生活在以色列，在這個人口

將近 900 萬的國家中，他們只是少數民族。在 1984 年的摩

西行動(Operation Moses)和 1991 年的所羅門行動(Operation 

Solomon)中，約有 22,000 人搭乘專機返回以色列，其中大部

分來自貝塔以色列(Beta Israel)社區。 

 

雖然貝塔以色列社區的衣索比亞猶太移民被認為是純正猶

太人，但屬於法拉沙穆拉(Falash Mura)較小社區的衣索比亞

移民，在移民後仍需皈依正統猶太教。法拉沙穆拉是衣索比

亞的猶太人，他們的祖先在幾代之前，因迫於壓力改信基督

教。根據納坦雅胡辦公室的統計，自 1997 年以來，法拉沙穆

拉約有 3 萬人移民以色列。 

 

由於以色列內政部並不認為法拉沙穆拉是猶太人，因此他們

無法根據《回歸法(Law of Return)》移民，因此必須取得以色

列政府的特別許可才能移居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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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31:8 

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他必與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丟

棄你。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禱告方向： 

為衣索比亞猶太人目前正面臨提格雷省爆發軍事衝突禱告，

求主保護他們出入滿有平安，一直以來衣索比亞阿利亞在貢

德爾城市生活，如同被遺忘的餘民，禱告主將急迫帶回衣索

比亞阿利亞的心放在政府的裡面，已經通過國會將 2000 多

名即將於本月開始陸續帶回，禱告主所有的文件預備、行程

安排、國與國之間的協商對口盡都順暢，毫無阻攔。為華人

教會繼續為衣索比亞猶太人奉獻支持回歸機票費用禱告，使

神的子民回歸以色列，與神同工。 

 

 

  



 

重要關鍵的卡達 

 

為何接下來以色列應該與卡達關係正常化 

與卡達之間的關係不一定會損及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 

 

11 月 23 日，身為已退休的以色列國防軍准將，同時也是是

華盛頓研究所以色列國際研究員的邁可．赫爾佐格(Michael 

Herzog)在《以色列國土報(Haaretz)》寫道，卡達是極具爭議

的國家。卡達支持甚至接待與以色列為敵的極端份子；因此，

他認為，以色列不應該與卡達關係正常化，因為此舉將掩飾

卡達讓人存疑的記錄。 

 

赫爾佐格的描述大部分算是正確，不過，這種說法忽略以色

列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後，可能取得的某些雙邊關係與地緣戰

略優勢。從長遠來看，與卡達之間的關係不一定會損及以色

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沙烏地阿拉伯的關係，雖然這兩國

與卡達的關係仍陷入危機。但在他們抵制卡達後，卻將卡達

推向伊朗和土耳其的懷抱，因此阿聯和沙烏地阿拉伯都有意

讓卡達重回陣營。 

 

沙烏地阿拉伯正在與卡達協商，希望終結對卡達的抵制。沙

烏地阿拉伯甚至想將與卡達關係正常化，當作「禮物」獻給

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希望討好美國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改善沙烏地阿拉伯在華府的負面形象。 



 

 
卡達首都杜哈的天空之城景觀。(Photo Credit: Shivangi Singh) 

 

這是我在本月份訪問阿聯首都阿布達比時得到的印象，我獲

得的消息是，卡達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與鄰國達成決議。 

 

按照人均國民所得(GDP per capita)的標準，卡達是世界上最

富有的國家，因此與卡達關係正常化不只是從經濟角度切入 

，也會是以色列利益的所在。因為卡達與沙烏地阿拉伯或阿

聯不同，這個國家能夠對巴勒斯坦局勢發揮重大的影響力，

其中包括約旦河西岸，因此以色列應該充分運用這點。 

 

赫爾佐格坦承，卡達是唯一對加薩走廊大舉投入資金的國家 

，這將大大有助於平息當地情勢。以色列與卡達關係正常化

後，會增加在加薩當地的投資，不只對居民有利，對以色列

也有利。阿聯和沙烏地阿拉伯不僅欠缺對巴勒斯坦局勢的影

響力，而且他們目前似乎也無意在當地投入大量資源。 

 

 



 

介入巴勒斯坦局勢是卡達鞏固區域地位的重要工具。卡達將

此地位視為該國在中東地區存在的保障，因為過程中，卡達

會被該地區其他國家視為不可或缺的要角。更重要的是，這

能夠維繫卡達與美國之間的重要關係。 

 

 
2019 年 7 月 21 日，一名巴勒斯百姓開心地拿著領取卡達提供的現金援助。

(Credit: Daziff) 

 

一方面，卡達為了鞏固區域地位做出的努力，反而激化卡達

與鄰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與戰略競爭。不過，另一方面，卡達

能夠與所有國家進行合作，因此是美國與以色列的資產；兩

國能夠從卡達在哈瑪斯和塔利班(Taliban)等團體中的關鍵調

停角色受益。 

 

以色列讓卡達在巴勒斯坦局勢發揮重要影響力，再善用與卡

達的關係，發揮更大影響力。 

 



 

卡達非常希望結束抵制，重回海灣國家陣營。因此以色列能

夠在卡達與其鄰國之間扮演和事佬，而這些鄰國反過來希望

限制土耳其在該地區的影響力。海灣國家間的和解也能夠打

擊伊朗，為卡達首都杜哈和安卡拉之間的關係帶來分歧，並

破壞「穆斯林兄弟會軸心(Muslim Brotherhood Axis)」。 

 

以色列需要開出條件以換取與杜哈關係的正常化。以色列不

應該同意出售戰機給卡達。但同時，在華府和阿聯的斡旋下，

以色列能夠協助卡達重回海灣國家陣營。 

 

卡達過去的歷史證明，在大多數情況下，其外交政策仍側重

務實面，更甚於意識形態。卡達與以色列之間的緊密關係，

不只是協調資金流入加薩地區。與卡達建立關係是必要之惡 

，因為卡達是中東地區的「壞榜樣」，並將持續如此。但事

實上正因為這個理由，以色列有意願與杜哈建立更密切的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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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 7:6-10 

耶和華啊，求你在怒中起來，挺身而立，抵擋我敵人的暴怒！

求你為我興起！你已經命定施行審判！願眾民的會環繞你！

願你從其上歸於高位！耶和華向眾民施行審判；耶和華啊，

求你按我的公義和我心中的純正判斷我。願惡人的惡斷絕！

願你堅立義人！因為公義的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神是我的

盾牌；他拯救心裡正直的人。 

 

 

禱告方向： 

為以色列與卡達和沙烏地阿拉伯彼此交涉之時，神在其中，

願以色列百姓堅心地倚賴神，神必保守祂的子民十分平安。

為彼此交涉協商當中，有任何傷害以色列或猶太人的詭計都

被識破無效，公義的神察驗人的心腸肺腑，為卡達這個國家

禱告，能夠降服神的心意，成就主要在這個國家當中彰顯祂

榮耀的計畫來守望，願更多加薩百姓得見主的真光，神賜福

猶太百姓與巴勒斯坦百姓早早飽得天父的慈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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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