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擴大援助行動以因應以色列危機！ 

 

 

2021.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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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雖然以巴已停火，但是毀壞的家園和人心的創傷才剛開

始要修復，台灣 ICEJ 邀請您一起以禱告和奉獻参與救援行動！ 

 

隨著哈馬斯與以色列之間的火箭戰已進入第八天，ICEJ 正擴

大援助行動，以回應目前這場危機中的許多迫切需要。在未

來幾週，我們除了會為以色列脆弱的邊境社區提供 15 座可

攜式防彈避難所外，還會為居住在加薩邊境地區附近的以色

列人，提供各式人道救援行動。 

 

我們對以色列的緊急援助將包括： 

 

1） 為這場衝突中全天候待命的第一線志工安全和現場急

救團隊，提供防護背心和其他裝備。事實上，他們在 12

天前就已進入全天候緊急待命狀態。當時加薩的巴勒斯

坦恐怖民兵開始施放燃燒氣球，引發以色列田野和鄉村

的數十起野火。 

 

2） 為需要幫助的以色列家庭，尤其是孩童和老人，提供幾

天喘息機會，讓他們暫時遠離這場衝突，他們在過去一

週不斷遭受火箭炮和迫擊砲攻擊。 

 

3） 支持加薩周邊社區的創傷處理和援助計劃，這些創傷復

原中心和創傷諮商師正在幫助這些有孩童的家庭，處理

因持續不斷的火箭炮攻擊及恐攻帶來的巨大焦慮和長

期影響。 

 



 

4） 協助社福專案，在目前衝突受創最嚴重的地區，包括在

斯德洛特  (Sderot)、亞實突  (Ashdod)、亞實基倫 

(Ashkelon) 和其他屢遭火箭襲擊的城鎮，為陷入絕境的

以色列弱勢家庭，提供基本援助和救助行動。許多以色

列人仍面臨新冠疫情帶來的失業問題，現在又遭受哈馬

斯火箭炮攻擊，讓他們更難找到工作；孩子也被迫失學，

企業則面臨倒閉。其他人的屋舍遭到火箭炮波及而毀損

無法使用。我們希望盡可能地協助當地需要。 

 

 

 

這次哈馬斯火箭戰持續的時間愈長，對以色列人造成的衝擊

也就愈大，無論是在身體上、情感上還是經濟上。 

 

因此，請協助我們，為身處哈馬斯火箭炮和恐攻危險下的以

色列人，擴大緊急援助工作。目前我們提供的協助能夠在最

需要的時刻，發揮最大的效用。 

 

 



 

現在就請您為「危機中的以色列」基金奉獻，為這些緊急救

助需要盡可能地給予您的奉獻。 

 

為 ICEJ緊急救援基金奉獻 

 

新聞出處：ICEJ 專文 猶根．布勒總裁 

新聞日期：2021/05/1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路加福音 10:27、33-37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主－你的神；

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 

惟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上

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

帶到店裏去照應他。第二天拿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

『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我回來必還你。』你想，這

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的鄰舍呢？」他說：「是憐憫

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行吧。」 

 

為著「危機中的以色列」基金禱告，求主悅納使用，並且讓

受到幫助的家庭和人，能深深感受到全球基督徒對他們的愛

和支持，也能對耶穌敞開心，甚至接受耶穌為主，認耶穌為

彌賽亞！ 

https://p.ecpay.com.tw/B7025


 

根基在神應許中的希望 

一位衣索比亞猶太人終於回歸以色列 

 

 

「以色列磐石行動」的最後一架回歸航班於 3月初抵達，它

帶來了在這次緊急航空抵達以色列的最後一批約 2 000名埃

塞俄比亞猶太移民。通過這一行動倡議，耶路撒冷國際基督

徒使館今年已為 502位衣索比亞猶太人資助了回歸。對於這

些新移民來說，據有歷史意義地回到他們的猶太故鄉真是夢

想成真。然而，這並不是旅程的終點，這只是開始，因為現

在他們必須為他們在應許之地的新生活建立一個堅實的基

礎。 

 



 

以色列通過將他們安置在移民回歸融合中心一年或更久， 

幫助照顧並解決他們作為新移民的大部分需求。近日，一個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的代表團拜訪了位於迦特城

(Kiryat Gat)的一個回歸融合中心，與新抵達的衣索比亞移民

見面，並傾聽他們的第一手新鮮故事。 

 

迦特城移民回歸融合中心的社工麗亞特．凱斯勒(Liat Kessler)

熱情接待了我們 ICEJ的工作人員，並向他們介紹了新來的衣

索比亞移民如何融入以色列社會的過程。她首先指出，一半

的新移民受過一些正規教育，另一半則沒有。「因為不同的

需求，我們必須為兩個群體設置不同的希伯來語課程和教育

方式。」麗亞特說。 

 

 

 



 

那些在抵達以色列前能接受正規教育的人之所以能如此，通

常是因為已在以色列的家人們資助了他們。沒有這類幫助的

其他人則一直無法接受教育。 

 

「猶太人在衣索比亞的處境非常艱難，」麗亞特解釋說。「對

於很多大家庭來說，租一個夠大的地方住很已經很困難。有

時，幾個家庭不得不一起租一個地方。許多新到的移民甚至

是在臨時營地出生的，因為是處於『等待來到以色列』的狀

況中。」 

 

所羅門．特(Salomon Tefere)是出生在貢德爾(Gondar)臨時營

地的年輕人之一，他夢想著回歸以色列。他家族的回歸故事

開始於許多年前，他的祖父母是第一批離開那裡回歸以色列

的人，他們希望其他家庭成員很快也會跟隨他們。然而，他

們沒有預料到這會要等待漫長的 17年。儘管等待了很多年，

他的家族從未放棄團聚的希望。他們的希望寄託在聖經的預

言上-猶太人要回歸他們古老的故鄉家園。 

 

雖然貢德爾的大多數衣索比亞猶太家庭生活水准在貧困線

以下，但所羅門很幸運地付得起學費並成為了一名紡織工程

師。畢業後，他在一家中資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在此期間，

他接受了學習中文的新挑戰，一年的成功學習後，他已經成

為公司不可或缺的翻譯。 

 



 

 

 

所羅門是一個有才華的年輕人，他想在他的以色列新家繼續

從事同樣的職業。他的一個優勢是，他在衣索比亞獲得的學

位也會在以色列得到承認。 

 

所羅門夢想著有一天能來到以色列，同時，他通過互聯網努

力地瞭解這個美麗的國家。不過，當被問及來以色列後最讓

他驚訝的是什麼時，所羅門毫不猶豫地說：「對於這樣一個

小的國家來說，以色列是如此充滿綠色，又是這麼發達！連

灑水器和農業領域都讓我感到驚訝。」 

 



 

他的心裡也滿懷對所有幫助他和他的家人們到達應許之地

的基督徒捐款人的感激：「感謝你們的奉獻！上帝給了你們

能力和資源來幫助我們。你們是上帝的使者。」所羅門說。 

 

我們和所羅門以及許多其他猶太人一起慶祝，感謝我們在世

界各地慷慨奉獻的基督徒支持者，他們得以回歸以色列，開

始新的生活。我們感謝你們的忠心，並鼓勵你們繼續支持耶

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的回歸事工，和對移民回歸融合

中心的幫助，這將給世界各地許多渴望回歸應許之地的猶太

人帶來盼望！ 

 

 

 

新聞出處：ICEJ專文 

新聞日期：2021/04/07 

翻譯｜Zhouhaodi LI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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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61:7 

你們必得加倍的好處，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樂，

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內必得加倍的產業；永遠之樂必歸

與你們。 

 

讓我們特別為著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之後的生活能融入以

色列、工作的機會和社會地位禱告，求主幫助他們不但美夢

成真回到家園故土，還能享受工作成果和整個社會的接納！ 

  



 

ICEJ資助 102名 

哈薩克斯坦猶太人回家 

 

 

 

102名來自哈薩克斯坦的猶太移民於本週日(2021/4/11)傍晚 

，搭乘一架特殊救援航班抵達以色列。此航班由以色列猶太

人事務局安排，並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贊助費用。 

 

一名猶太人事務局官員指出，由於新冠疫情，相應的健康狀

況要求和檢測及旅行限制，包括獲得簽證和飛行許可的困難 

，使他們的返鄉行動特別的困難。所以今天從阿拉木圖出發

的滿載著新移民的飛機能抵達以色列，是一個小奇蹟。 

 



 

 

 

這些新移民者中有許多人早在數月前就規劃他們的回歸行

動，但隔離規定和全球旅行禁令推遲了他們的計劃。在本古

里安機場降落之後，這些移民將配合以色列的衛生條例進行

隔離及其他必要的措施。 

 

這些新移民中，有一個哈薩克猶太人家庭。他們有兩個兒子，

早已經來以色列參加高中課程，並以獨立士兵的身份出色地

完成了以色列國防軍的服務。他們的母親是一名記者，過去

曾在以色列報紙《馬巴特》(Mabat)工作，並在哈薩克斯坦擔

任猶太人事務所的代表。她特別高興能與在以色列的孫子孫

女，以及與住在哈代拉(Hadera)的妹妹一家人離得更近。 

 

還有一對夫婦將帶著他們九歲的女兒一同到達以色列。丈夫

擁有工程學和經濟學學位，並曾在大眾汽車公司工作。妻子

曾經當過女演員，擔任過戲劇老師以及電視節目主持人。 



 

 

另一位年輕的哈薩克猶太移民曾在倫敦學習。他計劃在以色

列教英語，並在耶路撒冷繼續學習妥拉。他即將與自 1998年

以來一直在以色列生活的祖父母團聚。 

 

即使大多數國際旅行仍被新冠疫情影響，但以色列和猶太人

事務局與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合作，一直在努力為

來自世界各地的猶太移民安排緊急航班。實際上，猶太人對

回歸以色列的興趣日漸濃厚，因為全球的猶太家庭都認為以

色列比其他國家防疫措施更完善，經濟復甦速度更快。據以

色列官方預測，在接下來的三到五年內，將有 25萬新的猶太

移民入境。 

 

自 2021 年初，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已為超過 880

多個猶太新移民資助回歸航班機票，其中包括約 500名衣索

比亞移民，這是「以色列磐石行動」的一部分。 

 



 

 

 

「我們很高興能幫助又一大批猶太人返回以色列。」ICEJ 主

席猶根．布勒博士說：「儘管當今疫情形勢嚴峻，但猶太人

的回歸並未停止。我們特別榮幸地在這個異常艱難的時刻，

能幫助如此多的猶太家庭回歸到以色列。我們深知，這些猶

太家庭的生活永遠不會再一樣了，我們祝福所有猶太新移民

能成功地融入這片土地上的生活。」 

 

自 1980 年 9 月成立以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已經協

助超過 160,000多名猶太人由全球約 36個國家回歸以色列。

在您的支持下，我們可以繼續把許多猶太家庭帶回家。 

 

  



 

新聞出處：ICEJ專文 大衛．帕森斯副總裁及資深國際發言人 

新聞日期：2021/04/13 

翻譯｜可以鴨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55:9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

高過你們的意念。 

 

詩篇 40:5 

耶和華－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並你向我們所懷的意念

甚多，不能向你陳明；若要陳明，其事不可勝數。 

 

希伯來書 1:7 

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貴，就遠超過天使。 

 

我們感謝主的意念遠遠高過我們的意念，祂使用風和火，又

使用疫情將祂的百姓自世界的四角帶回以色列！我們為祂

行事奇妙來讚美感恩！ 

 

 

 

 

 

 



 

四個瑪拿西支派家庭 

感人等待回歸的故事 

 

(一) 阿里辛森(ARI SINGSON)的故事 

 

 

 

 

阿里辛森是五個孩子當中的老大，2018年，除了阿里，他的

家人都通過回歸以色列組織(Shavei Israel)的計劃幫助回歸以

色列。他們定居在貝特謝安(Beit She'an)，在摩西時代分配給

瑪拿西(Menashe)支派，這對該家族來說從過去到現在都非常

感動。 

 



 

2015年阿里與妻子阿舍(Asher)結婚，去年 1月 13日，他們

迎來祝福，生了一個名叫本亞(Benya)的兒子。不久，阿里一

家人即將返回聖地，而他們其他的家人，和先祖的土地，正

等著他們。阿里說，「這對我們家庭來說無疑是個奇蹟，而

這都要歸功於回歸以色列組織(Shavei Israel)的無私的努力幫

助計劃，將瑪拿西支派帶回了應許之地。」上帝祝福以色列，

上帝祝福回歸以色列組織。  

 

 

你也可以参與幫助像阿里和他的家人一樣正在等待歸回美

夢成真的瑪拿西支派！  

 

 

 

(二)約拿單的家庭正等待回家 

 

 

 

 



 

以下是另一個焦急等待歸回家庭的故事： 

 

兄弟姐妹們，平安！我的名字叫約拿單．拜特(Yonatan Baite)，

我的妻子是埃莉謝娃．拜特(Elisheva Baite)。我們有四個孩子：

約瑟夫(23歲)，大衛(21歲)，以斯帖(15歲)和什洛莫(12歲)。

從 2007年以來，我們一直渴望回歸。儘管我和妻子都沒有接

受正規教育，但孩子們都在學校認真學習。 

 

我的叔叔末底改．拜特(Mordechai Baite)2012年回歸以色列，

儘管我們每天都用電話聯絡，但從他移居以色列之後，我們

一直無法見面。他等不及要見我們了，我們也是。如果神願

意，我們很快就能見面了！ 

 

當我們抵達以色列時，第一件事就是把孩子們送到猶太教法

典研究院學妥拉，我們夢想著他們能加入以色列國防軍，確

保他們接受良好的教育，學會為神和國家服務。在流亡了這

麼多世代之後能回到以色列，幫助孩子們回歸尋根，是我一

生中最大的祝福和成就。 

 

請幫助約拿單和他的家人歸回。費用是每人 1,000 美元，對

於約拿單和他的家人來說，只要 4,000 美元就能讓他們夢想

實現。 

 

 

  

 

 



 

(三) 魯文(REUVEN)和約克蕙維(YOKHEVET)的故事 

 

來自印度那加蘭的魯文和約克蕙維·通凱·豪基普正焦急地等

待著回歸和家人團聚，當人們問他們為什麼要離開印度的好

生活時，他們回答說：「如果我們的父親亞伯拉罕(Avraham)

願意離開他的土地和父親的房子去應許之地，那我們為什麼

不呢？」 

 

退休警官魯文和家庭主婦約克蕙維有四個女兒和兩個兒子。

他們的長女瑪揚(Maayan)已於 2007年回歸以色列，與丈夫和

三個女兒住在一起。 

 

2015年，他們的女兒艾伊拉(Ayelah)和莎拉(Sarah)也回歸了，

建立屬於自己的家庭，從搬到以色列後他們就沒再見過面。

請幫助我們把其餘的家人―魯文 (Reuven)、約克蕙維

(Yokhevet)、他們的女兒底拿(Dinah)和兩個兒子阿摩司(Amos)

和約書亞(Joshua)，都帶到以色列去。我們等待回歸這麼多年

了，即便如此，我們沒有一天失去信心，願神的旨意讓我們

早日團聚。 

 

 

你可以幫助魯文和約克蕙維和他們的家人，還有其他瑪拿西

支派等待回歸夢想的猶太人！ 

 



 

 
魯文和約克蕙維 

 

(四)拉赫姆．辛森(Rakhem Singson)的故事 

 

 拉赫姆．辛森(Rakhem Singson)是兩個孩子的年輕父親，他一

生等待著，從印度東北部的家回歸以色列，這是每一位瑪拿

西支派猶太人都渴望的。拉赫姆和妻子莉芙卡(Rivka)以及他

們的兩個孩子洛基(Rakhe)(2歲)和沙卡(Shraga)(5個月大)為此

刻祈禱，尤其是現在，因為他的父母已在十二月由回歸以色

列組織(Shavei Israel)幫助回到以色列。由於以色列移民和融

合吸收部部長普妮娜．塔馬諾．沙塔簽署的緊急措施，拉赫

姆一家將在短短幾周內與父母團聚，為此全家興奮無比。 

 



 

拉赫姆說：「父母一直是我在學習猶太教妥拉路上的激勵，

能與他們再次團聚，興奮激動之情實在難以形容。我記得我

父母的那些教訓，不僅是言教，更多的是身教。舉例來說，

安息日前的星期五，我會和父親一起去買東西，他决不會吝

嗇於為安息日歡慶所必需買的任何東西。」 

 

 拉赫姆感歎，印度是一個崇拜偶像的地方，充滿宗教儀式，

要保持身為一個虔誠的猶太人實在很有挑戰性。有些誡命也

是猶太人的基本守則，幾乎很難遵守的。像是猶太食品，安

息日等的。人們居住在離禮拜會堂很遠的地方，沒有車輛往

往很難到達那裡。當然，不去，會使家庭感到遠離猶太教，

有被非猶太人同化的危險。 

 

 

「我們的智者教導，我們的老師摩西懷著很大的盼望要進入

以色列應許之地；是要遵守那些只有在應許之地才能遵守的

誡命。我要去的那地，是連摩西老師都不准進入的，實在寶

貴無比。不僅能進入應許之地，還可以在那裡禮拜，多麼地

珍貴啊！」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請在備註註明為瑪拿西支派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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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出處：ICEJ 傅沃德(A.Howard Flower)ICEJ 

      猶太回歸事務負責人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37:4-6 

我們怎能在外邦唱耶和華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記你 

，情願我的右手忘記技巧！我若不記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

過於我所最喜樂的，情願我的舌頭貼於上膛！ 

 

支持一位瑪拿西支派回歸的費用是美金 1,000元，讓我們為

在印度瑪拿西支派的回歸禱告，也為印度的疫情禱告，求主

幫助這些等待中的每一位阿利亞，終必美夢成真回到流奶與

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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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