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瑪拿西支派猶太人滯留返鄉！ 

 

印度瑪拿西支派猶太人滯留 

返鄉以色列的途中急需救助！ 

 

因印度目前新冠疫情死亡和感染人數激增，以色列政府最近

決定儘速辦理印度東北部瑪拿西支派猶太社區 (Bnei 

Menashe community)中 548位居民的阿利亞回歸程序，這些

居民已獲准今年移民回歸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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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與回歸以色列組織(Shavei 

Israel )上週一準備一架特別專機，安排這一批部分的印度瑪

拿西支派猶太人搭乘緊急班機。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大使館

(ICEJ)預計為 275位新移民當中的 99位提供航班返回以色列。 

 

這批新移民一週前離開他們在印度東北部的家鄉，搭乘長途

巴士前往當地的機場，然後從那邊轉乘專機飛往以色列。 

 

不過，當他們從新德里登機前，有一些新移民的新冠病毒檢

測為陽性，他們必須留當地，不能與家人同行。幸運地，這

架阿利亞班機上其餘 160位新移民的檢測結果均為陰性並且

於週一順利抵達特拉維夫。但是留下來的 115位新移民目前

正被隔離在印度一家旅館裡，其中有些人因病情惡化而住院。

他們接下來幾週需要食宿的安排和照顧，直到他們康復並且

能夠完成回歸以色列的旅程。 



 

 

 

 

這些寶貴的印度瑪拿西支派猶太人(Bnei Menashe community)

被認為是以色列瑪拿西支派的後裔，他們對於終於能結束 27

個世紀與以色列土地和人民分離的流亡，感到非常興奮。他

們也期盼能儘快安全抵達已經脫離新冠疫情危險的以色列。 

 

為了這趟回歸旅程，他們賣掉房子和事業，留下大部分的財

產，準備前往他們先祖的家園。但是突然的新冠疫情，讓社

區中的一些居民與他們的家人正處於絕望的狀態，他們無法

照顧自己。他們完全需要仰賴其他人的幫助度過未來艱難的

日子，直到他們回到以色列。 

 

以色列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和參與規劃這次緊急班機

的其他機構都沒有剩餘的預算救援這次的突發狀況。 



 

他們目前正在尋找基督徒幫忙分擔這些家庭的食宿和照顧

等額外費用，然後重新安排一架班機，最終帶領他們返鄉。 

 

這真是令人極度震驚！在終於準備回歸以色列與家人重聚

的時刻，卻在中途被新冠病毒阻擋，願我們在這個時刻敞開

心與他們共同面對這場急難。 

 

ICEJ 決定伸手援助並且盡所能負擔這些緊急費用，但我們也

需要您的協助。邀請您慷慨奉獻，讓我們挺身而出，為這些

受困在新德里的印度瑪拿西支派的猶太家庭(Bnei Menashe)

提供救援，並協助他們最終可以抵達應許之地。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請在備註欄註明為瑪拿西支派奉獻) 

 

 

 

 

 

新聞出處：ICEJ 

新聞日期：2021/06/04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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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 68:5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 

 

箴言 19:17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以賽亞書 43:5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 

 

以賽亞書 66:19-20 

我要顯神蹟在他們中間。逃脫的，我要差到列國去，就是到

他施、普勒、拉弓的路德和土巴、雅完，並素來沒有聽見我

名聲、沒有看見我榮耀遼遠的海島；他們必將我的榮耀傳揚

在列國中。他們必將你們的弟兄從列國中送回，使他們或騎

馬，或坐車，坐轎，騎騾子，騎獨峯駝，到我的聖山耶路撒

冷，作為供物獻給耶和華，好像以色列人用潔淨的器皿盛供

物奉到耶和華的殿中；這是耶和華說的。 

 

 

為著瑪拿西支派的滯留和痊癒禱告主的醫治，我們相信現在

就是他們回歸的時候，27個世紀的等待已經夠久了，求主施

展大能的右手，行神蹟奇事，帶領長兄回流奶與蜜的家園！ 

 

 



 

圍牆守護者行動瞄準哈馬斯 

圍牆守護者行動： 

在背後瞄準哈馬斯的恐怖主義目標 

 

 
圍牆守護者行動：在背後瞄準哈馬斯的恐怖主義目標。(照片來源：以色列國防

軍發言人單位) 

 

 

「圍牆守護者行動」(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 持續了 

11 天，這是以色列軍隊與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

織 (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 恐怖分子在加薩走廊打過最激

烈的一場戰役。 

 



 

從許多方面來看，這次衝突愈演愈烈，是自 2014 年「保護

邊陲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以來爆發的最嚴重衝

突。哈馬斯在對耶路撒冷發射火箭後，以色列就開始打擊恐

怖主義目標，目的是希望大幅削弱恐怖組織的軍事能力 

，達到長期嚇阻並平定戰事。 

 

儘管最近幾個月以色列南部的戰線相對平靜，但過去這兩年 

，以色列國防軍正忙著在人口稠密的加薩走廊對數千個目標

進行偵查，完全預料會有另一波衝突爆發。 

 

為了回應恐怖組織發射的 4,000 多枚火箭和飛彈，以色列國

防軍主要是從空中打擊這數百個目標。國防軍會即時收集有

關這數百個攻擊目標的資訊，包括瞄準特拉維夫和耶路撒冷

的飛彈發射器。 

 

 
圍牆守護者行動：在背後瞄準哈馬斯的恐怖主義目標(以色列國防軍發言人單

位)。 



 

其他目標包括火箭發射器、火箭製造、生產和儲藏地、軍事

情報室、無人機、指揮官住所以及哈馬斯的海軍突擊隊單位。

以色列在這些地方摧毀了大部分的基礎設施和武器，其中包

括幾艘可攜帶 30公斤炸藥的 GPS導引無人潛艇。 

 

以色列國防軍還鎖定包括在利馬爾 (Rimal) 富人社區內的幾

棟高樓。 

 

T.中校負責在背後指揮團隊，對著加薩市中心裡這棟 14 層

樓的日出大樓 (Shorouq Tower) 展開空襲。這是以色列國防

軍自 5 月 10 日展開空襲行動後摧毀的第三棟類似大樓。 

 

在以色列國防軍認定藏匿哈馬斯軍事情報室的大樓，在下午

時間遭到空襲，他表示：「因為這時候大樓內人員較少」。 

 

根據這名官員的說法，這些情報室位在兩個樓層，而且是在

較「裡面的位置，因此很難在不摧毀整棟建築的情況下，擊

中該目標」。這棟大樓內還有一家牙醫診所，因戰爭的緣故

休診。「但我們打電話給診所負責人，請他們先將內部的設

備移走。」 

 

他表示：「我們不是只為了破壞這棟建築。我們希望對平民

帶來最小的傷害。但我們別無選擇，我們不會因為這些情報

單位就位在平民地區的民間大樓內，而就此放棄。」 

 

T.中校表示，他的職責是運用所有可用的情報，確保在對這

些組織的基礎設施展開攻擊時，不會造成平民傷亡。 



 

這名官員表示：「這項計劃非常精確，我們運用手邊的情報

資源，想辦法聯繫住在這些大樓內和其附近的居民，確保他

們都疏散。」  

 

在以色列空軍摧毀一棟建築物之前，會在發射飛彈摧毀建築

物的前不久，對著建築物屋頂投擲非致命的警告，被稱作「敲

屋頂」。 

 

 
圍牆守護者行動：在背後瞄準哈馬斯的恐怖主義目標(IDF SPOKESPERSON'S UNIT) 

 

他表示，這種預警方式「並未提供哈馬斯充裕的時間，從建

築物中拿走任何物品」。 

 

T 表示，是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 (PIJ) 先使用

長程飛彈攻擊以色列，「因為我們遭受攻擊，所以才要還擊。」 



 

根據他的說法，以色列「能夠精確地掌握最佳情報」，因此

可以減少平民的傷亡，卻會帶來更多戰鬥人員的死傷。 

 

哈馬斯掌控的加薩衛生部表示，這場衝突造成至少 243 名

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 66 名孩童和青少年，以及 1,910 名

傷者。以色列國防軍表示，有 100 多名恐怖組織的特務人員

遭到擊斃，許多平民傷亡是因為哈馬斯的火箭未擊中預定目

標造成的，或是由於哈馬斯的隧道系統在遭到空襲後，造成

多間民宅倒塌。 

 

哈馬斯在加薩的領導人辛瓦 (Yehya Sinwar) 上週對美聯社

表示，80 名特務人員在衝突中喪生，其中 57 人與哈馬斯有

關，其他 22 人隸屬於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 

 

E 中尉是攻擊小組中的戰鬥火力軍官，負責與以色列空軍即

時協調有關哈馬斯軍事設施的情報。她表示，她的主要目標

是在不波及戰鬥人員和平民等人的性命，或是不破壞非恐怖

主義基礎建設的情況下，打擊恐怖主義目標。 

 

根據 E 中尉的說法，可採取幾種進攻方式：可以打擊人員，

其他則可以透過攻擊軍事設施。 

 

她表示：「即使我們知道有人是特務人員，我們也會盡可能

確保在該地區沒有其他人。一旦發現特務人員，我們也會運

用其他方式將他擊斃。」 

 



 

她表示，為了確保無辜平民不會受到波及，每次攻擊執行時

間都長達數小時。她補充道，以色列國防軍曾多次取消空襲，

「只因為該地區有平民。我們可以即時做到這一點。」 

 

E 中尉表示，在「敲屋頂」預警後，「哈馬斯明白我們正準

備發動攻擊，就不會接近該地區。這對他們來說並不陌生，

不是說他們不知道我們要發動攻擊。而是他們在知道後，會

撤離該地。」 

 

根據 E 中尉的說法，恐怖組織「沒有時間拿走武器。在很短

的時間內，我們真的沒有給他們充裕時間，讓他們移走這些

基礎設施。這些設施不會只是一枚火箭或一台筆記型電腦…

但如果有人接近這個地區，我們就知道，一定和恐怖活動有

關。」 

 

這種將軍事設施設在平民地區的決定違反武裝衝突法 (Law 

of Armed Conflict)，但根據 E 中尉的說法，「並不是他們不

在乎，而是他們想藉機占便宜。哈馬斯將他們的軍事設施設

在平民基礎設施內，如果我們剛好擊中一棟裝有彈藥的建築

物，以色列國防軍就無法控制其爆炸威力。」 

 

哈馬斯稱為「地下鐵」(Metro) 的地下隧道系統也在空襲中遭

到嚴重破壞。以色列軍方消息來源指出，他們能夠描繪出在

加薩住宅區底下綿延數百公里長的地下隧道系統，他們對這

些地下網絡幾乎是瞭若指掌。 

 



 

隨著科技發展和大數據的運用，讓以色列能夠將所有情報透

過大規模情報收集流程加以彙整，因此能繪製出哈馬斯的地

道系統。 

 

地圖繪製完成後，以色列國防軍就能夠掌握地上和地下網絡

的全貌，包括隧道深度、寬度和路線性質等細節。有了這些

資訊，以色列軍方就能夠制定這次行動的攻擊計畫。 

 

雖然以色列國防軍承認，他們沒辦法摧毀整個隧道系統，但

他們宣稱已部分打擊隧道系統，讓哈馬斯幾乎不可能再次使

用。而且以色列國防軍能夠破解並完全繪製出哈馬斯的地道

網，藉此削弱哈馬斯在戰略上的其中一個重要面向。 

 

以色列情報部門的資深官員在上週表示：「經過多年的努力

和跳脫思考框架，並整合情報部門的所有資源，加上各地情

報單位的通力合作，讓地道系統的解決方案有突破性進展。」 

 

在衝突爆發前，這名 E 中士就已參與這個計劃長達四個月。

當她聽到以色列正準備空襲哈瑪斯的地道系統時，她感到非

常驚訝。 

 

她說道：「直到戰機升空前，我都不認為這個計畫會付諸實

行。在空襲過程中，我們都很驚訝，多年來有這麼多人參與

在這項計畫。」 她表示，由於戰況「非常激烈」，他們一直

都在為接下來要遭受的攻擊預作準備。 

 



 

E 中士表示：「我認為，他們最終會對我們對地道系統的瞭

解程度感到訝異。他們應該沒想到，我們會讓敵人知道，他

們所做的一切無一不在我們的掌握之中。」 

 

但根據辛瓦的說法，以色列只摧毀了地道系統的 5%，因為這

個組織在遭圍困的飛地下方竟有全長 500 多公里的隧道。 

 

停火協議生效後，他在加薩對記者表示：「以色列未能直接

發動攻擊，擊斃巴勒斯坦對抗組織內部的政治、軍事和安全

領袖，並摧毀他們的戰情指揮控制室。」 

 

辛瓦還警告表示，這個組織在以色列境內有 1萬名「烈士」，

如果耶路撒冷受到傷害，他們「隨時都準備回應」。 

 

來自亞實突 (Ashdod) 的 E中士表示，她不得不將自己抽離，

不去看那些瞄準她家鄉城市的火箭攻擊。 

 

「有火箭飛過我家，我卻是敬業地坐在這裡，而不是和我家

人待在避難所內。我必須讓自己抽離，區隔出正在發生的事，

以及發生在我家人身上和國家的事，這樣我才能做好我的工

作。」 

 

在接受「12 頻道」 (Channel 12) 新聞網訪問時，在加薩的聯

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機構主任施馬勒 (Matthias Schmale) 承認，

雖然「這裡的人民強烈感受到攻擊行動的殘忍和猛烈程度」，

但他認為「以色列軍方的攻擊方式相當精密複雜。」 

 



 

根據 T中校的說法，這些攻擊行動「對他們的基礎設施和製

造業造成很大的破壞。在我看來，2014 年的攻擊行動雖然持

續時間較長，但這次攻擊行動更能擊中要害。」 

 

儘管已經簽署停火協議，「本來攻擊還可以持續很長的時間，

當時我們已經做好準備，如果他們發射火箭，我們就會繼續

奉陪。」 

 

根據 E 中尉的說法，哈馬斯不會區分目標。「對他們來說，

攻擊任何目標都是合情合理」，也包括對耶路撒冷發射火箭，

這也是造成這場戰爭的起因。 

 

E 中尉表示：「以色列國防軍不會讓火箭擊中聖殿山。以色

列和哈馬斯的不同處在於，以色列國防軍會以鐵穹防禦系統  

(Iron Dome) 攔截射向聖殿山的火箭，但哈馬斯卻會對著聖殿

山發射火箭。」 

 

圍牆守護者行動不是 E 中尉第一次與哈馬斯作戰。2014年，

她在以色列南部基蘇菲姆 (Kissufim) 的戰情指揮控制室就

負責指揮 80多名偵察部隊，並參與在一週後爆發的「保護邊

陲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 

 

她說道：「不論是目標屬性，還是決策方式，現在一切都不

一樣了。能夠只發動空襲，沒有派遣機動部隊深入加薩，許

多部隊不用再冒生命危險，就能讓攻擊行動在 11 天內落幕，

這點非常重要。 



 

這場戰爭的成果是讓哈馬斯知道，他們不可能對著以色列發

射火箭或發動攻擊，以色列會坐視不做任何回應。」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1/06/03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21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

和華而來。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保護

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和華

在你右邊蔭庇你。白日，太陽必不傷你；夜間，月亮必不害

你。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

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請為耶路撒冷求平安！求主使以巴停火的協議能發揮一段

長時間的平靜功效，為以巴雙方的平民受到保護和安慰禱告，

讓他們終必認識耶穌是平安的君王，並掌權在雙方的關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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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