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的愛從來沒有止息 

光明節感人故事 

 

一位名叫亞伯拉罕「或稱阿夫魯梅爾」．格林鮑姆(Avraham 

"Avrumel" Greenbaum)的年輕人在猶太大屠殺中失去他所有

親人。二次大戰結束後，他來到美國，不想和猶太教有任何

牽連。因此他將自己名字改為亞倫．格林(Aaron Green)，搬

到阿拉巴馬州，娶了一名女子為妻，出乎意料地，那名女子

竟是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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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大兒子傑弗瑞(Jeffrey)滿十三歲那一天，他們並未為他慶

祝猶太成年禮(Bar Mitzvah)。相反地，亞倫決定在這一天帶傑

弗瑞到購物中心，購買他想要的禮物作為紀念。當他們走進

一家大型電子用品店，正在四處逛時，傑弗瑞留意到對面骨

董店裡有某樣東西吸引他的目光，他被迷住了，視線離不開

看到的物品。 

 

他向父親說道：「我不想要電子用品店裡的任何東西，我想

要到對面古董店。」當他們到了那裡，男孩指著一個古老的

金燈臺(Menorah)，他說道：「這就是我想要的猶太成年禮物。」 

 

他的父親簡直不敢相信。他讓孩子在整個購物中心裡任他挑

選想要的禮物，最後卻選擇這個？父親試著說服他改變心意，

但卻是不能。 

 

亞倫向店家老闆詢問金燈臺的價錢。令他訝異的是，這名男

子回答：「很抱歉，這是非賣品。」亞倫說道：「什麼意思？

這可是一家賣東西的店。」因此他出了很高的價錢，希望買

下這盞金燈臺。 

 

店家又再次拒絕，這次他解釋道：「我發現這盞金燈臺的由

來。一名男子在二次大戰期間打造這盞金燈臺，他花了數個

月時間收集木頭，最後這盞燈臺倖存下來，但他自己卻沒有。

因此這是個人收藏品，恕不販售。」 

 



 

這時，傑弗瑞一再對父親表示：「這就是我想要的禮物，我

就是想要這座金燈臺。」因此，亞倫．格林只好繼續出價，

直到店家終於答應出售。 

 

男孩很興奮，他將金燈臺帶到房間，每天賞玩。有一天，他

的父母聽見傑弗瑞房裡傳來碰撞聲。 

 

他們跑上樓一看，金燈臺已摔成碎片。父親因兒子太粗心而

破口大罵，他可是花不少錢才買到這盞燈臺。 

 

 



 

事後，亞倫對他的回應感到懊悔。他向兒子建議：「讓我們

把金燈臺黏回去。」 

 

當這位父親握著其中一塊燈臺碎片，他注意到裡面塞了紙條，

他將紙條拿出來，開始閱讀裡面文字。他眼裡含著淚水，不

久後就昏過去了。 

 

他的家人對他潑水，他就清醒過來，他們問道：「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 

 

他回答道：「讓我讀這封信給你們聽。這封信是用意第緒語

(Yiddish)寫成的，所以我會幫忙翻譯。 

 

「無論是誰發現這盞燈臺，我希望您知道，我打造這盞燈臺，

卻不知道有沒有機會點起這盞燈。誰知道我能不能活到猶太

光明節 (Chanukah)，看見這燈臺被點燃？我很有可能捱不過

這場戰爭。但如果上天的旨意將這盞燈臺送到您手中，當您

讀這封信時，請答應我，為我、為我們所有人、為我家人，

還有為那些事奉全能上帝而獻出生命的人，點亮這盞明燈。」 

 

亞倫．格林接著抬頭看看自己家人，他眼裡噙著淚水，帶著

哽咽的聲音說道：「這封信裡有我父親的簽名。」 

 

他們全都說不出話來，他的家人終於明瞭這是上天的旨意，

怎麼可能不是！有人將這燈臺從歐洲帶到美國阿拉巴馬州

偏遠的購物中心，又帶回到他家人手裡，這絕對出自上帝之

手，毋庸置疑，因此更激勵他們走屬靈道路。 



 

~~~~~~~~~~~~~~~~~~~~~~~~ 

資料來源：在薩法德 (Tsfat)的查伊姆．伯科維茨 (Chayim 

Berkowitz)從約瑟夫·赫維茲(Yosef Hurwitz)那裡取得故事題材，

再由 Ascent Tzfat 機構的耶拉米．蒂爾斯(Yerachmiel Tilles)將

故事加以改編。 

 

翻譯：豐盛 

校稿：台灣 ICEJ 

編審：雲嵐牧師 

 

 

約翰福音 10:22、27-30 

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我的羊聽我的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著我。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

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

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們奪去。我與父原

為一。 

 

禱告方向： 

➢ 藉由此篇感人的故事，我們真看見神的愛與祂的計畫讓

人深深地感動。讓我們為猶太人在光明節又稱為修殿節

時，神的光與神的靈充滿在他們的生命，打開猶太人屬靈

的耳朵，聽得主的聲音禱告。為猶太人得著耶穌基督永生

的生命與救恩禱告。 

 

 

 



 

ICEJ 感謝您一起同行回顧 2020 年 

 

 
一起參與神在以色列，今日所做的事工。 

 

 

 

 

 

 

 

 

 

 

 

 

 

 

 

 

 

 

了解更多 

ICEJ 緊急救援基金奉獻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為大屠殺倖存者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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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韌的猶太新移民 

 

堅韌十足的移民在以色列找到工作 

ICEJ 支持新移民職業培訓 

 

 

 

在你的母語環境與文化中瞭解某項技能是一回事，但要在另

一個國家與外語環境中，讓這項技能能夠順應新的慣例和做

法，則是另一回事。這些移民在遷居後，通常需要提升技能

或重新取得職業認證資格。遺憾的是，許多人最終不得不完

全轉換跑道。我們總是對這些猶太新移民的韌性感到驚訝不

已，因為他們在融入以色列社會的過程中要面對不少障礙！  



 

我們對於世界各地基督徒朋友在看到移民面對的挑戰時，願

意伸出援手，在移民剛到以色列的最初幾天和幾個月時間，

提供他們必要的支持，為此我們深表感謝。今年已有 16 位移

民醫生受惠，重新取得醫師證書，並完成希伯來文課程；另

外有 27 名年輕人開始電腦程式設計密集課程，課程完成後

即保證就業。我們有幸參與其中，協助這 43 位猶太移民和其

家人，讓他們踏出重要一步，能夠找到合適他們的工作，因

為工作是成功融入社會的一項重要關鍵。 

 

伊琳娜．傑尼索夫(Irina Denisov)在俄羅斯擔任 22 年的內科醫

生後，與丈夫和 9 歲女兒以猶太阿利亞身分回歸以色列。伊

琳娜是一名韌性十足的移民，她積極參與醫師資格重新認證

計劃，其中包括完成專業希伯來文醫學用語課程以及到醫院

臨床見習。 

 

她目前已在最後階段，將在巴齊萊醫院(Barzilai Hospital)的兒

童與急診室內科部進行為期六個月的跟診。在這個階段結束

後，她將取得以色列醫療委員會授予的醫師執照。 

 

葉蓮娜(Yelena)和弗拉基米爾·葉申科(Vladimir Yeshchenko)以

及四歲女兒奧古斯汀(Augustine)從俄羅斯回歸以色列。葉蓮

娜分享她的經驗：「在適應新文化過程中，我們有機會在居

住的同一棟大樓內學習希伯來文，而我的丈夫弗拉基米爾則

參加特蘭(Tel Ran)教育中心的電腦培訓課程，希望在以色列

取得程式設計師證照。 

 



 

事實證明，他們提供的不只是正規學習與收費低廉的租金…

我們非常感謝阿利亞回歸中心(Aliyah Center)」工作人員給予

的協助…我的女兒一直很喜歡阿利亞回歸中心提供的課後活

動與夏令營活動，這讓我們能夠專心學習與工作。」成功完

成職業培訓後，葉蓮娜現在是心理學家，而她丈夫則是電腦

程式設計師！ 

 

 

 

安娜．弗里德曼(Ana Friedman)自己從白俄羅斯回歸以色列，

而且已取得 MBA 與數學碩士學位。她一抵達以色列後，就投

入電腦程式設計課程的學習。 



 

不過和其他人一樣，她從未料到會有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安娜解釋道：「六個月前，沒有人會認為，我們需要使用 Zoom

在家學習，儘管在這段艱難的新冠肺炎時期，阿利亞回歸中

心和特蘭學院(Tel Ran College)的工作人員仍將我們的學習歷

程化為一段神奇之旅…。我們嘗試在學習中持續進步，而且

也學到不少知識，不只是更熟悉希伯來文，也學到電腦程式

設計的相關知識。而且我們有任何問題也都能獲得解答。」 

 

這個電腦程式設計課程是專為 25 到 40 歲的年輕人設計，只

要他們完成大學學位，且精通英文就可以來上這門課。參加

課程的人都需要全心投入密集的課程學習，學員要花 430 小

時的時間認真學習計算機理論，且要從事 350 個小時的實作

訓練，並投入 200 個小時開發個人程式，程式需要在年底前

繳交；另外還有 500 個小時的希伯來文課程 (Ulpan)。此外，

所有參與課程的人還受邀參加專門的研討會，這些研討會著

重在瞭解專業文化環境的適應、求職過程、財務規劃，以及

認識以色列的稅制與國家保險制度。 

 

ICEJ 慈惠和回歸事工部(AID and Aliyah)副總裁妮可．約德

(Nicole Yoder)指出：「以色列非常需要更多醫療和高科技專

業人員來填補這些關鍵領域的空缺。因此，我們 ICEJ 將持續

支持這些職業培訓計劃，尤其在當前新冠肺炎危機下，這些

計劃對於新移民和對以色列國家來說都至關重要。」我們將

在 2021 年 1 月歡迎即將到來的 20 位法國移民，在他們抵達

後，就會開始這項培訓計劃。 

 



 

邀請您加入我們，為更多猶太移民和其家人預備所需的技能、

培訓課程和工作經驗，讓他們在以色列這塊土地上的職涯有

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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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32:15-18 

等到聖靈從上澆灌我們，曠野就變為肥田，肥田看如樹林。

那時，公平要居在曠野；公義要居在肥田。公義的果效必是

平安；公義的效驗必是平穩，直到永遠。我的百姓必住在平

安的居所，安穩的住處，平靜的安歇所。 

 

禱告方向： 

➢ 為猶太人阿利亞回歸後的生活禱告，神使用 ICEJ 帶著主

愛與列國基督徒的祝福安慰猶太人神的百姓，主賜福猶

太人阿利亞有機會經歷上帝的愛與豐盛，為聖靈充滿在

以色列這地禱告，甦醒人心，回轉向神，為主在現今時刻

興起祂的子民禱告。同時，為猶太人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

拉伯基督徒教會歡迎聖靈的工作，以父的事為念禱告。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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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拜首次舉行猶太正統教婚禮 

 

在阿聯酋杜拜舉行有史以來 

首次的正統派猶太教婚禮 

 

在海灣國家相對寬鬆的新冠病毒措施下，杜拜柏悅飯店舉行

著精彩的婚禮，吸引好奇的當地人目光，其中還有人穿著阿

拉伯傳統服裝觀看儀式進行。 

 

 

 

週一(11/30)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杜拜舉行有史以來第一

次盛大的正統派猶太教婚禮。 

 

 



 

婚禮是在杜拜的柏悅飯店(Park Hyatt Dubai Hotel)舉行，約有

150名賓客參加。大約有一半的賓客來自以色列和其他國家，

其餘都是出於好奇的觀光客，他們和新娘或新郎完全沒有關

聯。 

 

 

 

 

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阿聯酋對以色列觀光客敞開大門。

正當世界大多數地區因新冠病毒疫情而停止婚禮旅遊，但在

阿聯酋似乎婚禮旅遊產業正在蓬勃發展，並為這兩個產業帶

來另一項商機。 

 

 

https://youtu.be/qM47wobnoa4


 

  
新娘和新郎在阿聯酋舉行首次的正統派猶太教婚禮。(Photo: Gaya Tourism) 

 

 

因此，阿聯酋政府已計劃舉辦許多其他類似活動，其中一些

活動預計會有更多人參加。由於以色列實施嚴格的新冠肺炎

管制措施，將公眾活動的參加人數限制在 20 人以內。這讓許

多新人難以舉辦婚禮，對信仰虔誠的極端正統派猶太教群眾

來說尤其困難。 

 

根據猶太律法，新人要不惜一切代價在指定日期內舉辦婚禮。

通常新郎新娘都來自大家庭，要將賓客名單的人數減到這麼

少，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在這樣艱難的時空背景下，阿聯酋的新冠肺炎感染人數相對

較低，而且健康管制措施也較寬鬆，這讓許多新人注意到這

個海灣國家。 

 

此外，根據以色列衛生部門公布的資料，阿聯酋被列入「綠

色」國家，因此從該目的地返回以色列的人無須在抵達後進

行自主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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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3:18-19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

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

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 

 

禱告方向： 

➢ 為神正在以色列與中東開創新局勢向主獻上感恩，繼續

為主得著更多的猶太百姓與阿拉伯百姓禱告，人心願意

回轉向神，渴慕神的話語與認識基督救恩更多地充滿在

中東這遍地土上，為聖靈吹起改革之風禱告，神的百姓堅

立主前，禱告以色列與阿聯酋和巴林開展正常化協議也

為宣教開啟大門。 

 

Envision 2021 線上牧者與領袖特會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4ZaUocraGA?feature=oem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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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