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利亞週 ICEJ帶回 105名猶太青年 

 

 

2021.10.20  猶太曆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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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官方的「阿利亞週」（Aliyah Week）正如火如荼地進

行中，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積極參與幫助猶太人回到他們先祖的家

園，包括我們本週為 105 名來自前蘇聯共和國的塞拉高中

（SELA）學生資助阿利亞航班，他們將比他們的父母早先回

到以色列去讀書。此外，ICEJ正在資助 50名瑪拿西之子（Bnei 

Menashe）的大型航班，他們預計於週三（10/13，以色列官

方的「阿利亞日」）從印度回歸至以色列。 

 

2016年，以色列議會（Knesset）設立了「阿利亞日」（Aliyah 

Day），慶祝現今猶太人回到他們古老的家園。這個一年一度

的假期被定在希伯來月瑪西班月（「Cheshvan」，簡寫為

「Heshvan」，註：希伯來曆第八個月）的第七天，與本週的

妥拉「離開」（Lech Lecha）聯繫在一起，神在創世記 12:1中

命令亞伯拉罕「起來」離開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前往以

色列地。今天的阿利亞運動被視為服從神命令的行為，並應

驗聖經中流亡的猶太人在我們這個時代聚集回到以色列的

預言。作為基督徒，我們有特殊的身份，應當幫助猶太人遵

守這條誡命並實現聖經的預言。 

 

今年整個「阿利亞週」計劃圍繞著阿利亞日展開，本週將有

數百名移民從四面八方抵達以色列。ICEJ 於週日開始參與，

帶回來自俄語國家的 17 名塞拉高中學生，在週二將有另外

14名學生搭乘回歸航班回去，這些學生是完成高中學業的猶

太青年，他們參與猶太青少年回歸計畫（pre-Aliyah programs），

將在以色列定居、學習希伯來語並上大學，以期待他們的其

他家庭成員未來也會成為阿利亞。 



 

 

 

週末時我們會資助另外兩組來自俄語地區塞拉高中學生的

航班費用，我們總共將協助 105名猶太青年們，讓他們在以

色列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和上大學。 

 

與此同時 ICEJ正在贊助本週從印度移民到以色列 275名瑪拿

西之子中的 50 名猶太人。大多數人預計將在週三抵達本-古

里安機場（Ben-Gurion Airport），實現他們最終回到以色列

的夢想，但在一些兒童感染新冠肺炎後，有些家庭不得不留

在印度，因此現在需要額外的經費幫助他們支付食宿和醫療

費用，直到他們在未來幾天完成前往以色列的旅程。 

 

ICEJ 被請求幫助支付這些臨時停留期間的額外費用，並安排

新的航班將他們帶回以色列。請您考慮一份慷慨的禮物來幫

助解決這次的緊急需要，我們不希望讓這些猶太家庭處於離

家只有一步之遙的狀態當中。 



 

您對 ICEJ阿利亞回歸的捐款將用於未來幾週和幾個月內回到

以色列的猶太家庭的身上。今年我們準備讓 1,700 多名猶太

移民搭乘回歸航班回到以色列，其中也包括資助預計幾週內

會抵達以色列的大批衣索匹亞猶太移民。ICEJ 在此誠摯邀請

您今天為阿利亞獻上您最美好的禮物。 

 

 

 

 

文章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1/10/1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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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和禱告方向： 

 

腓立比書 4:19 

我的神必照他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們一切所需

用的都充足。 

 

以西結書 30:28-29 

因我使他們被擄到外邦人中，後又聚集他們歸回本地，他們

就知道我是耶和華─他們的神；我必不再留他們一人在外邦。

我也不再掩面不顧他們，因我已將我的靈澆灌以色列家。這

是主耶和華說的。 

 

禱告 

為猶太人回歸禱告，感謝神使他們聚集歸回以色列，求聖靈

澆灌以色列全家，全都要快快回到以色列，也願神供應回歸

航班的所有需要，求神的豐富充滿在其中！ 

  



 

猶太回歸大豐收 

 

 
四月份，心懷感激的猶太家庭成員，在從哈薩克回以色列的路上。 

 

猶太人回歸在 2021 年很快成為近年來最碩果累累的年份之

一，從一月份開始到五月，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

通過資助飛機航線，帶回了超過 880名猶太移民。這個數字

包括二月份抵達的 302 名衣索比亞猶太移民，3 月份乘飛機

跨越前蘇聯抵達的 226名猶太移民，還有四月份剛剛抵達的

102名哈薩克新猶太移民。 

 

這一切都發生在疫情封城和禁止旅行這段時間，包括首次關

閉的古里安機場。想到這一點，不得不說能帶回來這麼多猶

太回歸移民是多麼的了不起。 



 

很多新移民是打算去年就回到以色列的，但因為疫情封城的

原因耽擱了。一月和二月古里安機場完全關閉時，他們當中

有些已經賣掉了房子，辭去了工作，一時之間，前途未卜。

但是隨著現在航路的重新開放，回歸移民預測會有激增，耶

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正好可以幫他們回到以色列。 

 

很多講俄語的猶太移民需要多次的轉機長時間飛行，從前蘇

聯共和國跨躍 8個時區，到達特拉維夫之前還要再飛行最後

的 4個小時。 

 

 
Ksenia 和 Emilia決心要回到以色列 

 



 

在 3 月份到達 226 名的猶太人中，Ksenia 和她的女兒 Emilia

也在其中，她們從韃靼斯坦首都喀山（Kazan）遠道而來。他

們會在內蓋夫沙漠（Negev desert）基布茲公社（kibbutz）先

安定下來，這是「祖國第一個家」項目的一部分。Ksenia 持

有土地使用工程碩士學位。她希望看到內蓋夫的大發展。 

 

Ksenia 一直夢想著回歸，但每次的嘗試都不斷地推遲。去年

疫情期間，她媽媽和妹妹最終回到了以色列，這使 Ksenia有

了動力，最終也到達了以色列。在完成所有準備工作後，

Ksenia和女兒 Emilia本來是計劃十一月份到達，但是隨後古

里安機場的關閉，使她們再一次被迫進入等待。 

 

在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她們很沮喪，直到提到一個天大的

好消息，「拯救飛機」計劃 3月 15日飛離莫斯科。經過這麼

長時間的等待，Ksenia 和她的女兒終於抵達她們在以色列的

新家。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從 2021 年年初開始到五月已經支

持 800名猶太移民回歸的航路，其中包括 502名「以色列行

動基石」的衣索比亞移民。這些衣索比亞猶太移民大多數在

和以色列的家人團聚之前，已經在過渡營等待了十幾年。他

們是在回應古老的聖經呼召，回歸家園以色列，他們已經為

此付出了幾代人的努力。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很

興奮能積極參加這樣的預言性回歸行動。支持回歸一直以來

都是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的核心任務之一，我們在過去

四十年裡一直參與把猶太人帶回家園的行動，」 



 

ICEJ總裁猶根．布勒博士（Jürgen Bühler）說，「事實上，以

色列被稱為猶太人的『安全天堂』，新冠疫情給它增加了更

多的涵義。」 

 

還有上千猶太人依然在等待回歸以色列。很多全球的猶太家

庭現在認為和其他國家相比，以色列在健康領域更有智慧，

更安全，並且更能看到經濟復甦的跡象，這些都大幅度提高

了他們對回歸計劃的興趣。以色列和猶太部門官員預測在未

來三到五年裡將會有達到 25萬的猶太新移民回歸。 

 

從 1980年成立以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幫助

從全世界回歸的猶太移民超過16萬，這個工作的規模在2021

年還在繼續擴大。請幫助我們帶領更多的猶太人在不久的將

來回到以色列，支持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的回歸

事工。 

 

 

 

文章出處：ICEJ 5-6月專文 

翻譯｜Hummingbird 蜂鳥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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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07:1-9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願耶

和華的贖民說這話，就是他從敵人手中所救贖的，從各地，

從東從西，從南從北，所招聚來的。他們在曠野荒地漂流，

尋不見可住的城邑，又飢又渴，心裏發昏。於是，他們在苦

難中哀求耶和華；他從他們的禍患中搭救他們，又領他們行

走直路，使他們往可居住的城邑。但願人因耶和華的慈愛和

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讚他；因他使心裏渴慕的人得以知足，

使心裏飢餓的人得飽美物。 

 

為自世界各地回歸的猶太人禱告，求主加添信心、勇氣、智

慧和資源，差派更多人來幫助他們，並帶領我們的長兄進入

神所賜的命定，預備耶穌的再來！ 

  



 

以色列處於伊朗核武威脅的十字路口 

 

 

 

伊朗的核武威脅從 1990 年代初就一直存在著，每位以色列

總理都必須有自己應對此威脅之方法。在之後的幾年中，每

位以色列領導人都表達了對「比金主義」（Begin Doctrine）

的忠誠，這是以色列前總理梅納罕．比金（Menachem Begin）

首先制定的政策，即以色列不會允許該地區中的敵對國家獲

得大規模具有破壞性的武器。但最近出現的情況是近年來受

到一連串的干擾，最顯著的是新冠肺炎的流行和四次陷入僵

局的選舉，以色列可能已經對打擊伊朗核武計劃的準備落後

了。一些在安全和政治領域中的精英甚至堅持認為以色列獨

自應對核武威脅可能為時已晚，現在必須完全依靠美國來使

以色列擺脫這種困境。無論情況是否屬實，新的班奈特－拉

皮德政府顯然正處在伊朗以核武手段摧毀以色列的十字路

口。 

 



 

1992 年以色列前總理伊扎克．拉賓（Yitzhak Rabin）收到了

以色列第一份情報報告，關於德黑蘭進行核武計劃。該計畫

在當時還處於開發初期，回想起來很有趣，拉賓試圖出售為

期七年的奧斯陸（Oslo Accord，註：奧斯陸協議）和平，為

的是在伊朗做到這點之前，與時間賽跑，讓和平作為力量來

取得該地區的控制權。 

 

多年來在西方的幫助下，以色列已經減緩伊朗的核武發展進

程，但德黑蘭的計畫卻堅定不移的向前邁進。阿亞圖拉

（ayatollah，註：伊斯蘭教什葉派中高級的宗教權威）從以色

列 1992年在比金總理的領導下攻擊位在伊拉克（Iraq）奧斯

拉克（Osirak）的核反應器（atomic reactor）和 2007年艾胡

德．歐麥特（Ehud Olmert）總理突襲敘利亞基巴爾（al-Kibar）

的核反應器上吸取了教訓。因此他們將核基礎設施的關鍵設

備放至地下保護，以免受到以色列的襲擊和西方的窺探。 

 

在過去的十年中，班傑明．納坦雅胡總理（ Benjamin 

Netanyahu）專注於確保國際制裁並阻止伊朗在炸彈方面取

得進展，同時還對伊朗的核武設備和原子領域的專家進行了

一系列成功的秘密行動。以色列成功讓西方大國認真對伊朗

採取行動的部分原因是以色列國防軍（IDF，Israel Defense 

Forces）顯示伊朗的核武設施直接進行遠程攻擊，包括一場戰

爭演習，其中包含大規模出擊 100架加滿油的戰機一路飛到

直布羅陀（Gibraltar），然後再返回美國和歐洲雷達範圍內。 

 

 



 

導致西方大國加緊對德黑蘭的制裁，迫使伊斯蘭政權進入談

判桌，然而歐巴馬（Obama）政府對伊朗採取奇怪的慷慨態

度，因此 2015年僅以薄弱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定（JCPOA，

註：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告終。 

 

美國前總統唐納．川普（Donald Trump）之後出於充分的理

由放棄了伊朗核問題全面協定，但伊朗人以此為藉口跨越了

許多紅線。最近幾週，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透露伊朗正在將鈾（uranium）濃縮至 60%的

純度，這與武器級級別的鈾差距不大，並且伊朗還一直在鍛

造金屬鈾，這是核彈頭的關鍵部件。以色列國防部長本尼．

甘茨（Benny Gantz）最近也警告說如果伊朗決定製造原子彈，

伊朗開發原子彈只需要兩個月的時間。 

 

隨著這一警告之後，前總理埃胡德．巴瑞克（Ehud Barak）在

至聖日期間（High Holy Days）在《新消息報》（Yediot Ahronot）

的一篇專欄文章中發表評估，即在伊朗接近核武門檻之際，

以色列領導人已經被新冠肺炎危機和兩年多來陷入僵局的

選舉轉移注意力，預算中幾乎沒有經費支持以色列國防軍保

持其攻擊伊朗的計劃。巴瑞克還認為以色列現在唯一的選擇

是加強與美國的關係，並希望美國採取必要的行動使以色列

擺脫此生存威脅。他補充說道，美國目前沒有任何打擊伊朗

的軍事計劃，拜登（Biden）政府也不太可能制定任何軍事計

劃。他總結說結果就是以色列人將來不得不學會生活在伊朗

核武的陰影下。 

 



 

儘管他批評班奈特－拉皮德政府使以色列陷入困境，但巴瑞

克將大部分責任歸咎於納坦雅胡。「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巴

瑞克不久前還與納坦雅胡坐在聯合政府中，他們共同製定了

『槍手』（gunslinger）戰略，最終動搖美國人和歐洲人對伊

朗的制裁。」 

 

只有時間才能證明巴瑞克嚴厲的評估是否正確。一些人認為，

以色列軍方仍為對伊朗核資產進行遠程攻擊做好了充分準

備，尤其是以色列最新的 F-35先進隱形轟炸機的中隊。其他

人則認為，預算短缺可以很快得到彌補，以色列國防軍仍有

時間更新其打擊伊朗的計畫。 

 

無論如何在不久的將來，伊朗可能會跨越核武器門檻，關閉

以色列根據「比金主義」進行先發製人的窗戶。讓我們一起

禱告，如果那一刻到來，以色列的領導人、情報機構、軍事

部門和人民都能勝過這項挑戰。 

 

文章出處：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博士

（David R. Parsons） 

文章日期：2021/10/0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和禱告方向： 

 

詩篇 115:9 

以色列啊，你要倚靠耶和華！他是你的幫助和你的盾牌。 

 

箴言 15:33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訓誨；尊榮以前，必有謙卑。 

 

禱告 

我們為以色列禱告，願以色列能專心倚靠耶和華神，勝似倚

靠世上任何國家，因為神就是以色列的幫助和盾牌。也求神

賜給以色列政府一顆敬畏耶和華的心，使他們敬畏神並被神

智慧的靈充滿，並謙卑降伏於聖靈的引導。 

  



 

ICEJ資助 102位哈薩克籍猶太人回家 

 

 

 

102 位來自哈薩克的猶太移民於四月一個週日傍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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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安

排，並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贊助。 

 

一名猶太人事務局官員指出，由於新冠疫情相應的健康指南

和旅行限制，包括獲得簽證和飛行許可的困難，使他們的返

鄉行動處於特別困難的時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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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新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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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高中生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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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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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將與祖父母團聚，

他們自 1998年以來一直在以色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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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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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到五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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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約 5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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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仍未停止。我們特別榮幸地在這個異常艱難的時節，幫

助如此多猶太家庭回歸以色列的土地。我們深知，這些猶太

家庭的生活永遠不會一樣，我們祝願所有新猶太移民在他們

的故土能成功地找到他們的位置。」 

 

自 1980 年 9 月成立以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現已協

助 160,000多位猶太人由全球約 36個國家回歸以色列。在您

的支持下，我們可以繼續將猶太家庭帶回故土。 

 

文章出處：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博士

（David R. Parsons） 

文章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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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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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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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召聚猶太人自世界各地回歸的主，親自帶領還在印度、中

亞、中東和北非的猶太人回到本鄉本族，回應神的呼召和帶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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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