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瑪拿西之子－魯賓．哈基普的見證  

 

 

2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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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2 名瑪拿西之子回歸的最後一刻即將來到，將一起搭乘這

最後一個航班的其中一個家庭，是來自楚拉昌普縣

（Churachandpur）馬提揚村（Matiyang） 66歲的村長魯賓．

哈基普（Reuben Haokip）和他的家人。除了擔任村長外，他

還受政府僱用擔任教師，他工作近 20年於 2015年退休。他

的妻子卡娜．哈基普（Khanna Haokip）（69歲）、兒子班傑

明．哈基普（Benjamin Haokip）（26歲）、梅哈比．哈基普

（Mechabee Haokip）（33歲）、兒媳奧達利亞．圖塘（Odalya 

Touthang）（22歲）和孫子達列夫．哈基普（Darlev Haokip）

（7歲）一起回歸。他的弟弟以撒．哈基普（Isaac Haokip）

在 2011 年參與阿利亞回歸至米格達勒埃梅克（Migdal 

Ha’Emek，註：以色列北方的城市），之後他們再也沒有見過

面，他非常期待能再次見到他弟弟。 

  

哈基普先生從他已故的父親亞伯拉罕．哈基普（Abraham 

Haokip）先生繼承了他的村長職位，他父親在 2004年過世。

不幸的是他的父親在等待阿利亞回歸時去世了。現在他們將

帶著父親的記憶離開印度。村長是曼尼普爾邦（Manipur）偏

遠地區的一個角色。這些地區不受印度政府的管轄，因此村

長承擔著執政的責任。村長被委託在偏遠地區行使部落法，

在這些地區，國家當局幾乎不存在。刑事案件或非刑事案件

像是婚姻和偷竊等，往往在村長的村級法院審理。他們的職

權得到印度憲法（Constitution of India）附件六的承認。因此

他們享有崇高的地位，他們被視為曼尼普爾邦部落社會中的

迷你國王。 

 



 

照這樣看來，為什麼像魯賓．哈基普這樣的人會想要參與阿

利亞回歸，拋開他和家人享有的崇高社會地位呢？ 

 

他對上述問題的回答非常謙虛。哈基普笑著感嘆：「這裡的

生活很好，但有錢有勢的人和窮人都有一個共同的創造者。

我們經常在神的話中得到安慰。神的仁慈毫無條件的在我們

每個人身上。只是有些人太無知而看不出來。沒有什麼比住

在祂的同在裡更受安慰的。我的地位可能會給我帶來力量，

但毫無意義。對我來說，阿利亞回歸就是預言的展開；神

（Hashem）這個詞更是栩栩如生。我無法抗拒成為其中的一

部分。」 

 

博學的哈基普接著補充說：「在耶利米書第 31章 15節中，

我們祖先的母親拉結正在為她的孩子哭泣，因為他們都不在

錫安。主安慰她並應許她『她的孩子將歸回』。終於輪到我

返回錫安了。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死後葬在以色列。」 

 

我的家人有幸成為這個即將到來的阿利亞回歸的一部分，但

我的心為成千上萬的瑪拿西之子哭泣，他們渴望成為阿利亞

回歸的一員及成為實現預言的一部份。從我有記憶以來我就

一直在等待這個阿利亞回歸機會。我希望他們的願望能早點

實現。我非常感謝回歸以色列組織（Shavei Israel）、猶太人

事務局（Jewish Agency）、ICEJ和以色列，他們主動幫助瑪拿

西之子並且為實現成千上萬印度猶太人的夢想付出極大的

努力。 

 

 



 

謝謝大家。 

 

 

 

文章來源：ICEJ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84:1-2、5 

萬軍之耶和華啊，你的居所何等可愛！ 

我羨慕渴想耶和華的院宇；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永生神呼

籲。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禱告 

如同哈基普先生渴想神的院宇，願神將對祂的那份渴慕澆灌

在四散各地的猶太人身上，求聖靈親自激動他們的心回到錫

安，使他們快快歸回，不再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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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J為亞實突和耶城的家庭帶來希望 

 

 

 

通過我們的「給予未來和希望」的計劃，耶路撒冷國際基督

徒使館通過各種社會項目向處境困難的以色列家庭提供實

際援助和更美好的明天。最近幾週的工作中，包括了幫助亞

實突和耶路撒冷地區數百戶受到冠狀病毒大流行嚴重影響

的以色列家庭提供充足的食物。 

 

近年來，ICEJ 通過亞實突的一個幫助中心，讚助了一個食品

援助項目，該中心幫助新移民、大屠殺倖存者、單身母親和

其他以色列弱勢公民。自從去年冠狀病毒封鎖開始以來，這

種援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必要。 



 

上週，我們在耶路撒冷的十名工作人員還訪問了以色列南部

的亞實突，以幫助該地區 300戶有需要的家庭送食品包。 

 

 

 

組織者之一雅克滿懷期待地向我們隊致意。那天，他們只有

一個小團隊準備分發食品包，因此，他們感謝 ICEJ的工作人

員及時填補空缺，完成食品包的準備。 

 

雅克解釋說，「這項人道救援工作顯示了基督徒對以色列貧

苦人和對他們的愛。」他補充說，幫助中心每月向 1250個以

色列家庭伸出援助之手，這只有在像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

館這樣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幫助下才能實現。 

 

聯合起來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是多麽美妙啊！我們團隊

到達時，工作正如火如荼地進行。 



 

令人驚喜的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能夠與幾位當地志願者攜手

合作。當另一位志願者莉迪亞與我們分享她的故事時，我們

感到多麽喜悅。 

 

莉迪亞在兩年半前回歸以色列，是 ICEJ幫助她完成了回家的

旅程。她很高興能見到 ICEJ團隊，並感謝基督徒使館在她生

命中最重要的一步中所給予的幫助。 

 

在一整天中，洋溢著一種非凡的友誼和援助的氛圍。最後，

幫助中心的負責人奧列格表達了他的感激之情。 

 

 

「每個接受幫助的人都知道，他們在全世界都有基督徒朋友，

他們愛他們，為他們祈禱，並從心底幫助他們。非常感謝。

你們對我們是一個很大的祝福和幫助」，他說。 



 

作為我們「給予希望」援助計劃的一部分，ICEJ 最近還向生

活在耶路撒冷橄欖山上的 30 個苦苦掙紮的阿拉伯家庭提供

了食品包。冠狀病毒大流行使那里的社區遭受了沈重打擊，

因為以色列的旅遊業完全停止了，而這是耶路撒冷阿拉伯社

區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 

 

近幾個月來，ICEJ 團隊收到了一份慷慨的邀請，從「天父之

家」開始運作我們全球禱告事工的各個環節。「天父之家」

是橄欖山上的禱告之家，可以看到東門和聖殿山的壯麗景色。

我們在那里建立的關系為我們在這一困難時期向阿拉伯鄰

社伸出援助之手打開了一扇機會之門。 

 

感謝你們的慷慨捐助，這使我們能夠以許多實際的方式祝福

以色列人民。我們的「給予希望」計劃為貧困的以色列人提

供教育和經濟賦權，使兒童和青年擺脫破碎的家庭和面臨的

危險，促進以色列社會各階層的共存，並幫助掙扎的新移民

和少數民族社區。 

 

如果你想成為給需要幫助的以色列人提供實際援助和通過

更廣泛機會，為實現更光明未來的一分子，請今天就行動吧。 

 

文章來源：阿納斯塔西婭．古丁 

文章日期：2021年 8月 3日 

翻譯：大明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p.ecpay.com.tw/4ACD704
https://p.ecpay.com.tw/4ACD704
https://p.ecpay.com.tw/4ACD704


 

摩洛哥猶太人及他們回到錫安 

 

阿利亞回歸至應許之地的摩洛哥猶太人之個人記述 

 

 
照片：瑞秋．阿夫拉罕（Rachel Avraham） 

 

2021年 8月 1日，內坦亞文化中心舉辦了一場向摩洛哥國王

表達敬意的音樂會，以色列安達盧西亞管弦樂團（Andalusian 

Orchestra）（見圖）及歌手雷蒙德．阿貝卡西斯（Raymonde 

Abecassis）和班傑明．布扎格洛（Benjamin Bouzaglo）一起表

演。內坦亞市長米里亞姆．費伯格-伊卡（Miriam Feirberg-Ikar）

和摩洛哥駐以色列大使阿卜德哈伊姆．貝尤德（Abderrahim 

Beyyoudh）出席了此次活動。 

 

在內坦亞市長費伯格-伊卡的談話中，她提到以色列希望能祝

福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King Mohammed the VI）。 



 

因為在他之前的國王穆罕默德五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從納粹手中拯救了在摩洛哥的猶太人：「他告訴納粹，摩洛

哥沒有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只有摩洛哥人。如果你想讓猶太

人戴上黃色的大衛之星，也先給我戴上黃色的大衛之星。」 

 

雖然摩洛哥猶太人倖免於大屠殺，現今的摩洛哥也與以色列

國簽署了和平協議，曾從摩洛哥阿利亞回歸到以色列的猶太

人弗朵拉．科恩（Flora Cohen）強調摩洛哥猶太社區的情況

並非總是這麼美好。 

 

「我爺爺是名推銷員，他有一個阿拉伯商業夥伴，他們一起

做生意。某天晚上，他們在一個阿拉伯村莊過夜。」科恩說。

「半夜，其中一個孩子覺得有些不對勁，他叫醒了他的弟弟。

他們起來之後就開始趕路。因為一個阿拉伯人殺死了他的父

親和他的兄弟，其中一個孩子設法逃了出來。阿拉伯人殺死

他們之後，將他們丟在井中。逃出來的那名小男孩講述了這

個故事。」 

 

科恩指出，她在卡薩布蘭卡（Casablanca）一位富有的親戚將

年輕時就成了寡婦的祖母和 2歲就沒有祖父陪伴的弟弟和小

男孩一起帶在身邊：「失去祖父後，我的祖母已無法擁有更

多孩子。這是我們一家人的故事，我的父親就是那個留下來

陪在祖母身旁的 2歲男孩。」 

 

儘管有這樣的家族歷史，弗朵拉的家人直到 1953 年才開始

對阿拉伯人產生恐懼。 



 

「大約在那個時候，恐怖分子來到了瓦迪澤姆市（Wadzem）。

他們進入一些猶太家庭並進行了屠殺，他們折磨著猶太人。

在塔德萊（Tadla），有一個拿著斧頭的殺人犯追殺猶太人。

新聞裡不斷報導著，但在卡薩布蘭卡，我們沒有這種感覺。

我們並沒有真正和阿拉伯人住在一起。當我們去市場時，我

們也不害怕。」 

 

當時法國人統治著摩洛哥，但摩洛哥人想要獨立：「在法國

統治下，有很多猶太人，還有一所學校。」然而進入學校並

不容易：「小時候，父親牽著我和姐姐的手，我們排著隊等

著登記入學。在我們註冊的時候，他們常常把遲到的人趕出

去。男孩們總能申請到就學的機會，但女孩們卻不被保證能

入學。有能上學的，也有不能上學的，但這不是父母的錯，

而是由法國人做決定的。當時我的確獲得進入學校的機會，

但這是出於一些關係的因素。」 

 

「住棚節假期結束後，我們收起蘇克棚（sukkah）。」科恩

說。「就有人來告訴我父親帶女孩們去登記入學。我被學校

接受是因為我還小，但我姐姐就沒有獲得就學機會，於是她

去學習縫紉。住在阿特拉斯（Atlas）的猶太人，又是不一樣

的處境。住在那裡的女孩根本沒有上學的機會，她們和母親

一起待在家。男孩們學習妥拉，女孩們留在家裡。卡薩布蘭

卡和其他城市很像法國，人們的行為舉止和穿著都像法國人。

我們也只說法語，只有我們的父母會說阿拉伯語。」 

 



 

 
摩洛哥猶太人前來向猶太人的朋友摩洛哥國王致敬（左：內坦亞市長費伯格－

伊卡） 

 

「摩洛哥很美。」她指出。「他們對遊客很友善。如果一個

男人和一個女生出去，他就必須娶她，這是摩洛哥的猶太文

化。那個時候，跟一個男人走在一起卻沒嫁給他，是一件很

丟臉的事。他們教會了我們這一點。他們教了我們許多事。

然而，我們也與法國人和其他猶太人一起上學。大多數文化

都比較像法國人。我父親沒有穿 Khalifa，他穿著摩洛哥民族

服飾「吉拉巴」（Jabaliya），而我看起來像個法國女孩。」 

 

考慮到這一點，科恩說當摩洛哥人要求獨立而遭到殖民國法

國拒絕時，1954年爆發了戰爭：「法國國慶日法國區發生了

爆炸，之後陷入一片混亂。我們不敢出門。任何看起來像法

國人的猶太人都被殺了，他們沒有辦法分別我們和法國人。

猶太人是親法國的，他們與殖民者合作。」 

 



 

「我哥哥有一輛摩托車，他平常都騎著摩托車去上班。有一

天，摩托車壞了，他把它修好。其中一名恐怖分子看到他，

認為他是法國人，於是想殺他。奇蹟的是與我哥哥一起工作

的阿拉伯人說：「你要做什麼？」他告訴那名恐怖份子，他

是來自菲斯（Fez）的阿拉伯人，他們膚色比較白。恐怖分子

騎摩托車離開後繼續殺了其他人。我哥哥很害怕，他說我們

不要留在這裡了。」 

 

因為這一點，科恩的家人決定要阿利亞回歸至以色列，但當

時很難到達以色列：「你必須被檢查、調查和登記，需要花

好多年的時間，我的哥哥並沒有申請到。但是後來有一些來

自以色列的人，他們想要建立一個私人租地集體耕種的莫沙

夫（moshav）。半年後，他設法來到摩洛哥，但只帶了一個

手提箱。以下就是我們如此來的方法，我們在一個帳篷裡待

了兩個月，兩個月後，他們在夜裡把我們叫醒，帶我們搭船

到法國的一個特殊拘留營，我們不得不等待一個月零兩天。

然後我們登上了一艘前往以色列的船，他們把我們藏在船底

的某個洞裡，乘船前往以色列又花了六天時間。」 

 

「我們到達海法港（Haifa port）。」科恩說。「他們把我們

裝在木箱裡，像運送乳牛一樣，我們登上卡車。他們就這樣

把我們帶到莫沙夫的。我們不像其他人住在帳篷裡，我們有

房子可住。我們在莫沙夫得到一棟房子，但浴室在外面。當

時沒有道路，莫沙夫的人們正在建路。一開始很不容易，那

時連間雜貨店都沒有，但最終我們習慣了這樣的生活。我們

也沒有工作。我算運氣好，他們在莫沙夫開設了學前班，於

是我有了工作。」 



 

「對每個人來說，生活很艱難。我哥哥負責的工作是要應付

很多對工作感到不滿又想要工作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

們習慣在莫沙夫的生活，但我四年後還是離開了。我在海法

找到工作，並於 1960 年搬到海法。1961年，我結婚了，搬

到了海法郊外的亞姆村（Kiryat Yam）。我們在那裡住了三年，

直到我兒子德羅爾（Dror）出生。1964年，我們到了現在住

的納哈里亞（Nahariya），並有了第二個兒子。」科恩現在已

成為祖母。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8/2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91：9-12 

耶和華是我的避難所；你已將至高者當你的居所，禍患必不

臨到你，災害也不挨近你的帳棚。因他要為你吩咐他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他們要用手托著你，免得你的

腳碰在石頭上。 

 

禱告 

從過去到現在，感謝神從各國將祂的百姓猶太人帶回以色列，

過去他們寄居在異地所受到的攻擊及痛苦，願回到以色列的

他們能領受從神來的安慰，也相信神是他們的避難所，必繼

續保護著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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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