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華盛頓拜登新政府的成立，許多人思考將如何影響中東 

，特別是在伊朗核威脅、以巴爭端，和以色列與遜尼派阿拉

伯世界間關係升溫方面。 

 

熟悉的面孔 

在美國總統競選期間，候選人喬·拜登幾乎在所有與中東相關

問題上，都與現任總統唐納德．川普意見相左，除了《亞伯

拉罕協議》，川普團隊成功地幫助以色列與四個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蘇丹和摩洛哥)達成和平協議取得

許多積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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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幾乎對其他所有政策提出不同的看法，現在即將上任的

政府有望在兩個主要領域改變方向―促成以巴和平協議的達

成，以及化解伊朗的核威脅。在這兩種情況下，拜登可能恢

復上屆歐巴馬總統的做法，尤其考慮到當時他擔任副總統，

因此歐巴馬的許多其他高級任命人員，現在都在拜登的外交

政策團隊中擔任重要職務。 

 

例如，前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現在是新的「氣候沙

皇」，負責監督拜登在海外征討及反對全球暖化的頭等大事；

曾擔任歐巴馬駐聯合國大使的薩曼莎·鮑爾(Samantha Power)

現將擔任美國援助計劃的主任，Kerry 和 Power 都利用影響

力將新職位提升到內閣級別的職位。 

 



 

同時，2015年美國主要的伊朗核協議談判代表溫迪．謝爾曼

(Wendy Sherman)現已成為國務院的第二把手；歐巴馬時代的

顧問羅伯．馬利(Rob Malley)以與伊朗和哈馬斯的親密接觸而

聞名，他將成為拜登在伊朗問題上的特使。 

 

 
圖片來源：By Bundesministerium für Europa, Integration und Äusseres - Iran Talks, 

CC BY 2.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1591579 

 

 

關於伊朗，拜登的助手們表示希望 2015 年 JCPOA 協議，可

重新談判，以延長時限，並遏制對伊朗彈道導彈威脅的控制。

在美國取消對伊朗的嚴厲制裁前，希望德黑蘭政權首先停止

他們的鈾濃縮，而高層政權表示拒絕。這種「僵持」可能會

同時終止制裁和鈾濃縮離心。 

 

拜登的團隊還承諾首先諮詢伊朗的地區盟友，但他們似乎也

很著急，警告說德黑蘭距離突破開發核武只有「幾週之遙」。 



 

但以色列官員不同意這一點，評估伊朗領導人仍需至少六個

月才能進入突破階段，這與耶路撒冷曾警告伊朗比白宮歐巴

馬估計的距離更接近「核彈」時代，發生奇怪的逆轉。 

 

無論如何，拜登團隊是否會在既有問題上，與以色列領導人

納坦雅胡磋商，為以國做出極大努力，是值得懷疑的，而即

將舉行的以色列大選，更可做為喬在躲避伊朗問題上的藉口。 

 

 
圖片來源：Barack Obama Facebook 

 

 

熟悉的錯誤 

對許多以色列人來說，拜登領導團隊中眾多歐巴馬時代的官

員在任，對定居點議題也是個壞兆頭；畢竟，人們普遍認為

Kerry和 Power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第 2334號決議通過，該決

議是在歐巴馬離任前幾週，於 2016年 12月公然通過的反以

色列法令。 

 



 

該決議宣布：根據國際法，包括東耶路撒冷在內的以色列定

居點，沒有法律效力且構成公然違法；更補充說，定居點也

是「實現兩國方案的主要障礙」，只有通過凍結以色列定居

點來「挽救」這個狀況。 

 

因此，對那些堅決支持以色列的土地主張–猶太/撒馬利亞和

整個耶路撒冷的人們來說，在川普任職期間放鬆定居點議題

的日子已經過去。現在，拜登雖無法立即開始施壓以色列對

巴勒斯坦人作出嚴重讓步，但在歐洲和其他地方的盟友國已

在進行。 

 

例如，當拜登在 11月初宣布當選總統時，歐盟官員立即加大

對耶路撒冷南部吉瓦特．哈馬托斯(Givat Hamatos)建設項目

的譴責；德法兩國也開始推動重啟兩國方案的談判，而聯合

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 (António Guterres) 最近也同

樣呼籲，他官方聲明引用聯合國安理會第 2334 號決議中有

關以色列「公然違反國際法的行為」確切措辭。 

 

原本這一些在川普領導下一切都先擱置緩議。因為川普幾乎

很少提到「兩國」方案，也沒有譴責以色列的定居活動 - 甚

至他的國務院認為根據國際法，以色列的定居點是合法的，

但現在一切再回到談判桌，因此請再度習慣聽見針對猶太人

定居點，和以色列「佔領」巴勒斯坦土地等持續不斷的言論

敲打聲。 

 

 



 

 
圖片來源：Joe Biden Facebook 

 

這種轉變基本上是又回到了原來華盛頓和布魯塞爾同有的

偏見外交政策；即以巴衝突是中東所有麻煩的根源，只有在

以色列採取與巴勒斯坦人達成和平協議行動後，這些麻煩才

能得到解決。川普總統雖通過促成以色列與四個阿拉伯國家

之間的和平協定，證明「聯動」理論是完全錯的，但這並不

能阻止西方精英回到原有的舊邏輯，即再次讓以色列承擔責

任，為和平作出單方面的讓步。 

 

 

新聞出處：ICEJ 3-4月專文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創世記 15:18-21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

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

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亞摩利人、迦南人、

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禱告方向： 

讓我們禱告美國拜登政府團隊，和歐洲的盟友國眼中的帕子

能被揭開，明白人不能勝過神，也不能跟神爭，他們要深刻

明白迦南地乃是屬於神賜給猶太人的，不再把難担的擔子放

在以色列身上，也不再逼迫以色列為和平作出單方面的努力 

！繼續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屬靈復興禱告，唯有在基督耶

穌裡，才能化解一切的冤仇！ 

  



 

一個小家庭回歸飛向以色列的新未來 

 

上週，以色列迎來了一班陷入困境而拼命尋求回歸的猶太人

家庭的「救援航班」，這個航班是由猶太人事務局(Jewish 

Agency)安排，由國際基督徒耶路撒冷使館(ICEJ)資助的飛向以

色列的航班。在這個航班上，226 位來自前蘇聯的猶太移民

被帶回他們的故土，開啟新的人生。每個人都滿懷著自己對

於這一重大人生轉折的期望、希冀和願景。他們決定把一切

都拋之腦後，遷至一片陌生的土地，這也是上帝在幾千年前

應許給他們的。他們去真正的歸屬之地重新開始。 

 

 

 

今天，我們想讓你了解亞歷珊德拉(Alexandra)和她女兒的故

事，她們在全世界的艱難時期來到以色列，卻懷著最燦爛的

希望。亞歷珊德拉是一位 35歲的母親，她有一位漂亮的 4歲

金發女兒，米羅斯拉娃(Miroslava)。 



 

自童年起，亞歷山珊德拉就對她的猶太血源留下了美好的回

憶。她的猶太身份主要來自她的父親，一位物理學和數學科

學博士，他畢生致力於科學和家庭。 

 

「我的父親是一位猶太人。我從小就知道這點，我為他自豪。」

亞歷珊德拉說。 

 

儘管亞歷珊德拉一直知道她有資格回歸，但她所處的環境似

乎總不適合她向以色列的新生活邁出如此大的一步。「對我

來說太難了，幾乎不可能。但我真的很想搬到以色列去。」

她回憶道。 

 

 

 

隨著生活的繼續，亞歷珊德拉結婚並生下了她美麗的女兒。

不幸的是，她並沒有從她的丈夫那兒得到去以色列共築未來

的支持。「我把我的夢想埋在了心中」她說。 

 



 

然後，由於亞歷珊德拉的婚姻破裂，2019年對她來說是非常

艱難的一年。但值得慶幸的是，她的女兒仍然在她的生命中。

甚至這個黑暗時刻也成為了她打開以色列光明新未來之門

所需的催化劑。 

 

「在 2020年，我決定去以色列看看。」亞歷山德拉說「但接

著新冠病毒就爆發了。我長時間待在家中，也有很多時間思

考。奇怪的是，我從未去過以色列，但我總是覺得我是猶太

國度的一員。」 

 

由於旅行被大範圍禁止，2020年成為了線上交流之年。果真，

亞歷珊德拉與一位以色列男士在網上相遇並開始通訊，最初

的普通友誼發展成了一段浪漫關係。但國與國的邊境仍然封

鎖。所以亞歷珊德拉急切地尋求建議，她該做什麼去實現她

的回歸以色列之夢。她聯繫了一位猶太人事務局的協調員，

後者在整個回歸過程中提供諮詢與解釋並與她同行。 

 

亞歷珊德拉敘述了她家人的反應。 「我的父母對我回歸的決

定表示很開心，他們支持我並幫我收集所有我需要的文件。」 

 

她的那位新朋友也提供了來自以色列的大力支持。 「他幫助

我找到了我在以色列的親戚。現在我所有的親戚都和我再次

成為了朋友！」 

 

她的以色列航班被安排在 2月 1日。但是就在出發前，由於

新冠病毒的出行禁令，本古里安機場首次完全關閉。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太難了！一切都準備好了，然後就推遲出發時間。」亞歷

珊德拉回憶道，「不知道會持續多久…… 我們帶著行李箱渡

日。」 

 

就在那時，基督徒使館起了很大作用，它資助了困苦中的猶

太移民――比如亞歷珊德拉――的「救援航班」，他們來自前

蘇聯各地。得益於這一航班，亞歷珊德拉和米羅斯拉娃終於

首次抵達以色列。這個小家庭現在能夠開始規劃他們的未來

――其中可能包括她的以色列新友人。 

 

「現在我們在家了，因為我們在以色列。」亞歷珊德拉非常

興奮。 「這是一個養育孩子的理想場所。現在我肩負重大的

責任，它給了我前進的力量。」她總結道。 

 

與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一起，您可以接觸到渴望回歸以

色列的世界各地其他猶太家庭。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對回歸的努力，幫助他們與聖經所

應許的家園上的猶太人架起了橋樑。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3/23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3:6-8 

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將我的眾子

從遠方帶來， 

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

己的榮耀創造的， 

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以色列是耶和華的見證人你要將有

眼而瞎、有耳而聾的民都帶出來！ 

 

禱告方向： 

為北方回歸的俄羅斯和烏克蘭猶太人感恩！也為著在疫情

中卻有更多的猶太人自世界各地回歸而感恩，求主賜下啟示，

讓我們看懂神在疫情中所做的事和賜下的祝福，明白祂向著

我們的意念確實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也求

主繼續為仍在等候回歸的猶太人開道路並供應所需。 

  



 

以色列媒體在大屠殺受難者紀念日

報導海法之家 

 

以色列媒體在大屠殺受難者紀念日報導 

ICEJ海法之家 

 

 

在以色列的德國志願者發現自己受到大屠殺倖存者的「歡迎 

，甚至是愛」，以色列《國土報》，2021年 4月 7日，星期

三 

 

二戰期間，黛博拉·萬納(Debora Wanner)的德國祖母還是一名

青少年，她在埃特林根(Ettlingen)小鎮領導一個希特勒青年團。 

 



 

如今，近兩年萬納一直在海法的大屠殺倖存者之家志願擔任

理療師，大屠殺倖存者之家是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和

Yad Ezer La-Haver慈善組織(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對朋友伸出友

誼之手) 共同合作服事。 

 

「我覺得有責任承認已經發生的事實，」35歲的萬納說。「我

不能改變過去，但我可以改變現在…… 還有未來。我只能為

我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可以做個旁觀者，也可以表明立場。

我決定表明我的立場。」 

 

萬納說她祖母的世界在二戰後崩潰了。她離開的時候下定決

心，再也不被他人盲目引導，要做猶太人和以色列的朋友。

她成為了一名基督徒，訪問了以色列，並在家中灌輸了對這

個猶太國家的愛。 

 

萬納是在海法之家志願服務的三位德國基督徒之一，她們在

新冠病毒爆發時決定不返回德國。她們留下來，因為她們知

道，如果她們離開，這個家將無人取代她們。52歲的老人護

理護士娜塔莉亞·奧克斯(Natalia Ochs)已經在海法之家做了兩

年半的志願者。23 歲的克斯汀·霍夫曼(Kerstin Hoffman)在完

成眼科學業後，通過一個德國政府的方案，來這裡做了一年

的志願工作。當病毒大流行爆發時，為了留在以色列再待一

年，她離開了這個方案。 

 

奧克斯出生在俄羅斯，她的父親是德國人，她在德國生活了

24年，這或許為其他長期志願者開闢了道路。她會說俄語和

德語，能輕鬆地與當地居民交流，她每天都去看望他們。 



 

在 93 歲的蘇菲·萊博維茨(Sofie Leibowitz)的公寓裡，奧克斯

檢查了血壓，並查看了讀數。奧克斯回憶起她第一次去萊博

維茨的公寓去自我介紹時，萊博維茨在她的面前關上了門，

說她不需要任何幫助。隨著時間的推移，她開始重視奧克斯

的陪伴。 

 

「我很高興我能和她說話，不是每個人都能說德語。」萊博

維茨說。 

 

她補充，志願者給予了他們很多的愛，倖存者們則回報這份

愛。萊博維茨的父母都死於涅斯特里亞集中營(今日的聶斯特

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境內)，那裡是納粹大屠殺期間羅馬

尼亞猶太人被送去的地方。估計有 27.5萬到 50萬猶太人在

這些集中營中死於飢餓、疾病、死亡行軍(強迫移動)和大規模

處決。 

 

 
示意圖：德涅斯特里亞。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她說，而那些服務於海法之家倖存者的志願者，他們的背景

與這些歷史是無關的。 「他們沒有任何過錯。那是他們的父

母或祖父母的過錯。已經快 80年了，我們現在在以色列，已

經過去了。」她說，「我們不介意他們的宗教。我們需要他

們的幫助，他們的確幫助了我們。」 

 

 

我們的一員 

2008 年， Yad Ezer La-Haver 慈善組織(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對

朋友伸出友誼之手 )的創始人兼董事西蒙·薩貝格 (Shimon 

Sabag)注意到越來越多的大屠殺倖存者來到該組織的施粥處

免費用餐後，創辦了海法之家。薩貝格的希臘裔母親在奧斯

維辛集中營倖存下來，他建立了這個家園，為有需要的倖存

者提供老年護理。 

 

新冠病毒流行期間的首批預防措施之一是遠離老年人，因此

個人不再能探訪大屠殺倖存者，只有少數志願者能在養老院

繼續他們的工作。以色列迅速推出的疫苗現在能讓志願者再

次探訪倖存者。 

 

「這在我心裡非常重要，」萬納說。92歲的芬妮·澤勒科維奇

(Fanny Zelekovic)親切地稱她為「Devoraleh」，當時她溫柔地

按摩芬妮的四肢以緩解嚴重的關節炎帶來的疼痛。 

 

「她就像我的家人，我的姐妹，」澤勒科維奇說。 「她有顆

金子般的心。」澤勒科維奇仍記得七歲時被帶離羅馬尼亞學

校，並且不被允許外出上街。 



 

這麼多年後，她仍然感覺得到離校前來自基督朋友的一記耳

光的刺痛。為了躲避納粹及其羅馬尼亞同夥，她和母親、哥

哥一起躲了起來，父親則另覓棲身躲避之所。 

 

戰後，他們最終來到了以色列的海法，澤勒科維奇在這裡成

家。如今，她有 19個曾孫/曾孫女。 「我不在意一個人是土

耳其人、西班牙人還是德國人。」她說。 「重要的是他們是

人類。她要能對自己作的事負責。」 

 

萬納承認，她起初很擔心倖存者會如何對待她，「但從第一

天起，我就受到了歡迎，甚至被愛著，」她說。 

 

去年，在海法之家舉辦的大屠殺受難紀念日儀式上，萬納試

圖保持低調，但兩位倖存者示意她坐在他們中間的一張空椅

子上，稱她為「我們中的一份子」。 

 

「這讓我哭了。他們真的接納了我，」她說。 



 

 

 

 

一份新的關係 

據估計，以色列四分之一的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生活在貧困之

中。隨著年齡的增長，許多倖存者會重歷童年的創傷，需要

更多的關注，薩貝格說。 

 

2010年，薩貝格向多個組織尋求資助以建立海法之家，耶路

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是唯一回應的。薩貝格與這個基督教猶

太復國主義群體合作，籌得資金買下了海法之家的第一幢樓

的一樓。幾組來自基督徒使館安排的德國雜活工幫助翻修，

一名隸屬於基督徒使館的芬蘭女性志願在房子裡擔任長期

護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海法之家協調員尤迪特．塞茨(Yudit 

Setz)來自荷蘭，自 1985 年以來一直在耶路撒冷為 ICEJ 志願

服務，她在 2018年搬到海法，開始管理更多志願者的到來。

來自英國、德國和瑞士的大約 40 名雜活工志願為現有的公

寓進行翻新和維修服務。 

 

第二年，塞茨招募了目前的三個長期志願者，現在正在通過

與德國政府合作的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德國分部和世

界志願者組織(World Wide volunteers)招募下一批的成員。 

 

「志願者們的工作很出色。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薩

貝格說。 

 

「她們住得離我們很近，每天都和倖存者們在一起。對於一

個離家到這兒做志願者的女性，她是帶著強烈的奉獻願望來

的，她全身心投入她的工作。」他補充。 

 

「我感受到來幫助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強烈呼召。我知道我

能真正地幫助這裡的人。」奧克斯說。「對我來說，能在這

裡工作是個奇蹟。」 

 

她說，有時候傾聽倖存者講述他們的故事，這比她能提供的

任何醫療幫助更寶貴。她知道他們把自己的一個重要部分託

付給了她，而且她正在思考如何將這些回憶傳遞給他人。 

 

92 歲的尤迪特．赫茨科維茨(Yudit Herzkowitz)前臂上的數字

已經褪色，但她的記憶卻沒有。 



 

13歲時，她的母親、祖母和弟弟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她

與他們被迫分開。她的父親被送往東德的煤礦工作，於 1944

年去世。她和比她小一歲的妹妹在集中營裡呆了六個月。接

著赫茨科維茨被帶到一家工廠工作；但她的妹妹並沒有。除

了一位姨媽倖存，她失去了所有的家人，赫茨科維茨獨自一

人來到以色列。 

 

 
奧斯威辛集中暨滅絕營。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你不能一概而論，」她說。她坐在奧克斯旁，牆上掛滿她

13個曾孫/曾孫女的照片。「我被解救時，一位德國護士幫助

了我。娜塔莉亞每週來我這裡兩次，她非常想幫忙。如果志

願者問我的故事，我就告訴他們。但我不會主動談起。我不

看紋身上的數字。」 



「建立關係並不容易，但隨著時間的流動，他們逐漸打開心

房。」奧克斯說。 「這是為什麼我知道我在正確地方的原因。

人們對我敞開心扉，這裡有內心破碎的孩子，我可以像媽媽

一樣照顧他們。一些倖存者去世的時候，我在他們的眼睛裡

看到了這種平靜。」 

現年 88 歲，身材嬌小活潑的查亞．卡斯皮(Chaya Caspi)每天

都在等待著柯絲亭．霍夫曼(Kerstin Hoffman)的來訪。她是最

年輕的志願者，也是一名一般性工作的助手――她給倖存者

們送來信件，幫助他們做一些雜事和預約醫療。 

「柯絲婷昨天來了，給我煮了茶，帶了草莓，」卡斯皮握住

霍夫曼的手說。她說，她有一個女兒在亞特利特(譯者註：Atlit，

以色列的一個沿海城市)，一個兒子在澳大利亞，柯絲婷每天

的陪伴對她幫助很大。 「每當我需要什麼東西的時候，我就

拿起我的手機打給柯絲婷。」 

「我在一個基督徒家庭長大，所以從兒時起支持和祝福以色

列就一直是一個話題，」霍夫曼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能

治愈已發生的創傷，但我們可以建立新的關係。對我來說，

最好的事情就是去幫助他們；他們的人生已經在最後階段的

幾年了。」 



 

 

 

她知道，在未來的歲月裡，一切將取決於像她一樣的人，他

們與倖存者一起生活，聆聽他們的故事，繼續帶著他們的見

證。作為一個非猶太人，成為故事的見證者可能更為重要。 

 

「當他們敞開心扉，告訴我他們故事的細節時，我很榮幸，」

她說。 「有時他們說他們是家裡唯一的倖存者。我告訴他們，

我很高興他們現在在這裡，我可以聽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 

 

卡斯皮才 8歲時，羅馬尼亞納粹同夥帶走卡斯皮的父親和兩

個哥哥，她的父親回到了家，但她的兄弟們再也沒有回來。

她和她的父母及另外兩個兄弟姐妹從聶斯特里亞集中營(今

日的聶斯特河沿岸摩爾達維亞共和國境內)倖存下來，來到了

以色列。她的兩個哥哥的放大照片掛在她床對面的牆上。 

 

「難道她需要為她祖父或其他人的所作所為負責嗎?」卡斯

皮一邊說，一邊靠在霍夫曼身上拍拍她的手。「對我來說，

她是我的親人；對她來說，我不是隱形的。」 

 



 

 
示意圖。 

 

新聞出處：IC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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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54:7-8 

我離棄你不過片時，卻要施大恩將你收回。我的怒氣漲溢，

頃刻之間向你掩面，卻要以永遠的慈愛憐恤你。這是耶和華

－你的救贖主說的。 

 

禱告方向： 

為這些德國的義工感謝主，他們正代表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

使館(ICEJ)和全球基督徒實質地以僕人服事，來撫平過往猶太

人與基督徒之間的裂痕和傷害，求主也興起華人的義工來服

事各類有需要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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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