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為以色列再訂購 30個防空庇護所 

 

安全援助的重點轉向火箭威脅的北方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最近又訂購了 30 個新的移

動式防空庇護所，這些防空庇護所將在未來幾週內交付給以

色列邊境社區，用來增加對加利利北部和海法地區平民的保

護。這些社區特別容易受到來自加薩和黎巴嫩的火箭彈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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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同這些庇護所，ICEJ 在過去 15 年中向遭受火箭彈威脅的以

色列社區總共捐贈了 155 個防空庇護所，其中大多數（129

個）安裝在加薩周邊的城鎮，其餘 26 個位於北部地區。 

 

在過去十年中，內蓋夫地區受到了很多的政府和私人援助的

關注，這些援助是為了尋求更好地保護當地平民免受頻繁的

火箭彈襲擊。基督徒使館已經在加薩四圍安置了幾十個移動

防空庇護所，從南部的克里姆沙龍（Kerem Shalom）一直延

伸到斯德爾特（Sderot）和阿斯克隆（Ashkelon）。大部分捐

贈給了學校、日託中心、診所、青年中心、社區會堂、大學

校園、工廠和其他公共場所，如果沒有足夠的防空保護，這

些場所在危機期間無法運作。 

 

然而，在北部需要更多的防空庇護所已成為一個日益令人關

切的問題，特別是由於嚴重缺乏公共防空設施和黎巴嫩日益

嚴重的經濟危機。因此，基督徒使館正在將重點轉移到幫助

加利利北部和海法地區，來保護那裡最薄弱的社區。 



 

國家審計署去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警告說，以色列北部 260 萬

居民沒有可容身的防空庇護設施。雖然已經在努力升級現有

的庇護設施，但國家預算幾乎沒有提供資金來增加新的更好

的庇護所，部分原因是近年來以色列政府的不穩定，以及政

府預算優先考慮補給以色列國防軍的鐵穹系統。 

 

對更多庇護所的需求在與黎巴嫩接壤的北部邊界沿線的城

鎮最為迫切，這些城鎮容易出現無法被鐵穹系統攔截的短程

火箭。這片多山、森林覆蓋的地區包含了各種各樣的猶太人、

阿拉伯人和德魯茲人城鎮，這些城鎮都在拼命尋找資金，為

他們的社區提供更好的保護。因此，在過去的一年裡，ICEJ 已

經開始向赫菲什（Hurfeish）和黎巴嫩邊境數公里內的其他城

鎮提供可移動庇護所。 

 

最近，ICEJ 已經開始在另一個令人擔憂的地區安置庇護所，

即海法以東澤夫倫（Zevulun）地區的猶太和阿拉伯村莊。這

些城鎮靠近海法灣附近的戰略設施——如儲油罐和化工廠—

—真主黨在未來的任何衝突中都可能以這些設施為目標。 

 

上個月，ICEJ 的一個團隊訪問了澤夫倫（Zevulun）地區的烏

沙基布茲（Kibbutz Usha），專門為基布茲捐贈了一對防空庇

護所，以保護幼兒園和日託中心的兒童。這是基督徒使館最

近決定在澤夫倫地區共安置八個庇護所的一部分，可能還會

有更多庇護所。地區委員會主席阿莫斯·內澤爾指出，澤夫倫

地區既有猶太城鎮，也有阿拉伯城鎮，他關心的是每個人都

能得到能抵禦真主黨火箭彈攻擊所需要的保護。 



 

的確，當地的猶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魯茲人代表出席

了奉獻儀式，感謝 ICEJ 對他們社區的幫助（見照片和影片報

導）。 

 

內澤爾說：「我們非常感謝基督徒對我們的幫助。我很高興

我們找到了一種與基督徒合作的方式，為更美好的未來而努

力。這是我們共同的使命。」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基督徒使館計劃向海法、納哈里亞、阿

克科、卡法爾馬卡比和其他地方的公共場所提供一些最新的

庇護設施——所有這些都是在與當地安全負責人協商後完成

的。 

 

近幾個月來，ICEJ 收到了來自數十個國家的基督徒為這些最

新的防空庇護所提供的捐款，其中最主要的是來自巴西、加

拿大、中國、捷克共和國、斐濟、德國、愛爾蘭、荷蘭、南

非、瑞士、英國和美國。 

 

ICEJ 主席尤根布勒博士說：「生活在加薩邊境的許多以色列

人告訴我們，這些移動庇護所確實拯救了生命，讓他們的家

人在持續不斷的火箭彈襲擊威脅下能夠安心地繼續日常生

活。」他繼續說：「我們現在將更多地關注增加防空庇護所，

以保護北部平民的需要。現有的公共防空設施還不夠，這些

移動式庇護所是為加利利和海法地區經常被忽視的小城鎮

和村莊提供更大安全的有效途徑。」 

 



 

布勒博士補充說，基督徒使館也熱衷於通過北方地方當局，

藉著這些庇護所的捐贈能推動猶太-阿拉伯人的共存。 

 

願您的慷慨捐贈為 ICEJ 的助力，為生活在哈馬斯和真主黨火

箭襲擊下，遭受不斷威脅的以色列人提供更好的保護。你也

可以向我們的「危機中的以色列」基金捐款。 

 

 

 

  

https://youtu.be/8a0ULGMYU9U
https://youtu.be/8a0ULGMYU9U
https://p.ecpay.com.tw/527EB64
https://youtu.be/8a0ULGMYU9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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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提摩太後書 3:17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箴言 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為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感恩，因著代表全球基督徒來安

慰以色列，我們相信那撒義種的，神也必多賜種子給他，奉

主名祝福凡滋潤人的，必蒙神滋潤和賜福！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幫助德魯茲教師夢想 

 

 

 

使用 ZOOM 或各樣軟體進行的線上教學如今已司空見慣，但

如果沒有合適的教學設備，老師如何在線上教學？ 

 

最近，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應請求為一所位於以

色列北部、靠近海法的尤西非亞（Usifiya）小城的德魯茲人學

校提供教學設備。這座小城早在 18 世紀就是德魯茲人的居

住地，如今，77%的居住人口都是德魯茲人。 

 



 

為了滿足這個德魯茲社區建立傳統宗教學校的需要，七年前，

在尤西非亞（Usifiya）小城建立了一所特殊學校，容納 105 名

學生。如今，它的學生數量已經擴充到可最多容納 400 名學

生，男生和女生分開上課。（這裡的學生們非常努力獲得好

成績，他們在全國高考中取得過幾次最高分，讓他們的老師

非常自豪！） 

 

學校校長努瓦爾（Nuwal）用一顆慈母之心愛著她的學生，她

傾注大量心血和學生建立良好關係，並向他們教授正向的價

值觀。她教導學生要尊重別人和自己的差異，鼓勵他們回饋

自己的社區和祖國。努瓦爾（Nuwal）發自真心地和這些年輕

的學生，尤其是女生分享她的願望，希望他們在各自感興趣

的領域，例如醫科，商科，高科技，繼續學業，並能成功取

得（專業）學位。 

 

 

 



 

最近，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援助團隊參觀了這所

學校，儘管它在學術上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功，但很明顯，

依然可以通過更多的幫助渠道進一步改善其學習環境。過去

一年裡，因為新冠疫情使以色列經歷相當長時間的封城，學

校的老師們發現他們所處的境況極其困難。大家都希望開展

線上課程，但是缺乏合適的設備讓他們無法實現有效的網上

教學。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一收到他們的緊急求

助，沒有絲毫猶豫就開始著手滿足他們的需求。 

 

「謝謝我們可愛的英國朋友，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

英國分部送來了令人無法置信的禮物，這讓我們為老師們提

供了七套投影機、螢幕、麥克風和五台筆電，用於課堂教學。」

ICEJ 負責慈惠工作和回歸的副主席妮可．尤德（Nicole Yoder）

這樣描述道。 

 

援助團隊還有機會見到了兩個學生，他們向耶路撒冷國際基

督徒使館（ICEJ）表示感謝，感謝 ICEJ 在新冠肆虐極度困難

的情況下幫助他們繼續學業。 

 

「我們看到學生們熱愛他們的學校，他們很開心被全世界的

基督徒記念，基督徒們儘管不認識他們，但卻敞開心扉幫助

他們，」妮可說到，「這樣的捐助，和給與及接受的學習毫

無疑問將來會被老師們使用！」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援助團隊到學校送交這些教

育設備時，努瓦爾（Nuwal）校長和老師們用德魯茲特有的熱

情歡迎了他們。「我們非常感謝你們對我們學生們如此的投

入。」努瓦爾（Nuwal）校長激動地說。 

 

除了幫助學生們心有夢想，努瓦爾（Nuwal）校長自己也有一

個偉大的夢想。她希望有一天他們能夠搬到一個更大更新的

學校，這樣就能多接納 300 學生，這是他們現在無法接收的。 

 

靠著你們忠心的奉獻，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能夠

繼續支持並托起以色列社會各個領域。新的學期就要開始了，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將為德魯茲學生提供學業獎

學。這些學生的希望和夢想，就是由像努瓦爾（Nuwal）和她

的團隊一樣的老師們呵護和孕育學生們心裡的希望和夢想，

可以得以實現。 



 

感謝你們為以色列德魯茲學生的生命帶來影響。請繼續支持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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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提摩太後書 2:2 

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

別人的人。 

 

哥林多後書 1:11 

你們以祈禱幫助我們，好叫許多人為我們謝恩，就是為我們

因許多人所得的恩。 

 

為在疫情期間的以色列孩子和學子禱告，線上課程的裝備和

師資都能充足有餘，並且能感受到全球基督徒對他們的關懷

和溫馨！ 

  

https://p.ecpay.com.tw/C9DF94E


 

ICEJ支持在以色列的反墮胎行動 

 

 

 

由 ICEJ 展開的「給未來一個希望」活動旨在推動和支持以色

列家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而哪裡有事物的開始能比得上生

命之初的美好！ 

 

可悲的事實是，在今天的以色列，墮胎很普遍，甚至在臨產

前墮胎都是合法的！這麼多寶貴的生命被奪走了，太多的女

人帶著失落、內疚和破碎的心境四處遊走，她們的內心承受

著折磨。 

 

據統計，以色列每年約有 170,000 名活產嬰兒，但也有大約

40,000 例墮胎。僅去年一整年，無論出自何種情況和原因，

國家就為 18,000 例墮胎支付了費用。自 1948 年以來，以色

列墮胎的嬰兒數量超過了大屠殺中死亡的猶太兒童數量。 

 

 



 

 

這一令人心碎的現實促

使 ICEJ 支持在以色列的

反墮胎行動，最近 ICEJ

緊急救援助理珍妮．托

爾霍克與桑迪．肖沙尼

和安納．布倫納進行了

交談，他們都是以色列

支持反墮胎工作的長期

倡導者和主要負責人。 

 

 

桑迪解釋了她為何如此

熱衷於以色列的反墮胎

工作，在那裡，大約每五

個嬰兒中就有一個流產。 

 

 

 

 

桑迪說，「沒有什麼比流無辜的血更讓上帝的靈魂悲傷的了」。

「只有 50%的墮胎是單身女性，而 49%是已婚夫婦！大多數

是 20 到 35 歲之間的女性，很多離婚者，而很多已婚夫婦是

因經濟上負擔不了。也有許多墮胎是因為母親的健康—包括

她的精神健康。如果她說她睡得不好，或者她感到壓力大如

果她無法應付，那麼她會墮胎。」 

 



 

安納特還參與指導為這麼多受害婦女提供的反對流產諮詢

和支持項目。當她在以色列軍隊服役時發現自己懷孕了，她

覺得一個嬰兒只會毀掉她的生活。 

 

「我不會有未來，」她想。「我沒有合適的人陪著並告訴我

這可能是不同的，還有很多其他的選擇。所以，我墮胎了。」 

 

安納特補充說：「這真的讓我很失望，因為在懷孕的某個階

段我感覺很好。我抱著肚子，感覺很好，但因為我不想生孩

子，也不把自己當成母親，我就停止了這些想法，忽略了那

種美好的感覺。」 

 

「在我墮胎之後，我知道我內心的生活永遠不會回來，」她

繼續說。「這是我一直在做的事情，我很傷心。我無法停止

哭泣，在那之後的好幾個月裡，我患上了抑鬱症。我不得不

在軍隊裡從我所在的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因為一切都讓我

想起了墮胎，從那以後，我無法很好地處理生活。」 

 

「但當我信主後，這是上帝對待我的第一件事，也是從我的

墮胎經歷中治愈我的第一件事。我有著強烈的願望去幫助其

她遭受墮胎後果之苦而心靈破碎的婦女們，她們從來沒有花

時間為她們在墮胎中失去的孩子而悲傷。」安納特總結道。 

 



 

 

 

今天，安納特竭盡全力確保讓孕婦們知道有人在支持她們。

她成為了一名支持反墮胎的顧問，幫助其他人決定不墮胎，

並建立了一條熱線，以便處於危機中的婦女，她們因不知道

該做什麼或面臨意外懷孕，都可以尋求幫助。 

 

安納特解釋說：「我真的相信，當女性有合適的人與她們相

依伴語時，上帝可以做其他事情，她們可以開始看到有其他

選擇。她們可以感覺到有人同情她們，能夠理解她們，並與

她們同行。」 

 

桑迪同意這些婦女迫切需要在情緒和實際方面的支持，並補

充道：「我們為母親提供希望，提供實際幫助和治療；這三

件事非常重要。正如許多母親所說，『你讓我有可能有尊嚴

地撫養我的孩子，而不是帶來貧困。』」 



 

 

 

迄今為止，已有 3500 多名婦女通過她的工作獲得了幫助。 

桑迪堅持說：「沒有人應該因為錢而去做流產。」 

 

「我真心地感謝 ICEJ 和捐贈者，因為這些年來你們贊助了這

麼多嬰兒，拯救了生命，保護了婦女免於墮胎，並發揮了作

用！讚美上帝！非常感謝你們的愛，你們的關心，你們的支

持，你們的禱告，上帝保佑你們關心和愛以色列的嬰兒和母

親。」桑迪說。 

 

安納特也表達了她由衷的感謝。 

 

安納特說，「我真的想感謝基督徒使館以如此感人的方式與

我們站在一起，我知道上帝在為我們使用你們，我們非常感

謝你們的禱告，你們的支持，你們的愛，你們在這場生命之

戰中與我們站在一起。你們是上帝幫助我們在這場戰鬥中舉

手為以色列的嬰兒而戰的工具。非常感謝你們。」 



 

 

 

向處於危機中的懷孕婦女提供的諮詢和實際幫助為她們提

供必要的嬰兒用品，如嬰兒床、嬰兒車、浴缸或床單，以及

實際的經濟援助，以便母親可以購買尿布、配方奶粉或她可

能需要的任何其他東西。 

 

ICEJ 致力於加強以色列家庭，並邀請您幫助我們為更多的孩

子及其母親提供這些基本需求。請幫助我們保存生命，並通

過今天你送出最好的禮物，為更多以色列人提供未來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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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24:11 

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將被殺，你須攔阻。 

 

當我們關心猶太人的救恩時，讓我們也一起來關心在以色列

的弱勢族群，來修復基督徒與猶太人之間的裂痕！ 

  



 

十月份海法之家慈惠工作近況更新 

 

 

一起慶祝 

秋季猶太至聖節日（High Holidays）總是一段非常特別的時間。

從猶太新年（Rosh HaShana）開始，接著是莊嚴禁食的贖罪

日（Yom Kippur 和 Day of Atonement），最後是喜樂的盛宴，

就是住棚節（Feast of Tabernacles）。 

 

最令人高興的是我們可以再次一起歡慶這些節日，這與去年

每個居民都單獨慶祝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 

 

 



 

新活力與願景 

說再見從來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今年夏天很捨不得和

這些「資深」的 ICEJ 志工團隊道別。然而，我們何等有幸擁

有一組由 5 位出色女士組成的新團隊。她們當中的三位已經

抵達海法之家，我們還在等待其餘兩位志工。我們剛剛得知

她們簽證通過的消息，待她們的到來，新的志工團隊很快就

會全員到齊了。 

 

 

 

這個新團隊一開始就充滿了活力和想法。居民們很高興再次

有護士每天來探望他們，還有一位物理治療師負責治療他們

身體活動上的障礙。 

 

92 歲的居民芬妮（Fanny Z.）描述說，她對為她提供的醫療照

顧感到十分感激：「我和波吉特（Birgit）進行了物理治療，

她很棒。她竭盡所能幫助我們。還有護士迪娜（Dinna）和克

莉絲汀（Christine），他們來我家為我檢查。在來到這裡居住

前，我不得不一路走去診所接受治療，現在他們來我家，或

者我走到物理治療室就好了。」 



 

 

 

 

成熟的晚年 

吉妮亞（Genia）10 多年前來到海法之家。我們很幸運能和她

在一起這麼長時間。幾週前，她慶祝了 98 歲生日。有太多可

以感謝的事！即使她的健康狀況不是很好，您仍然會在我們

週三晚上舞蹈之夜的舞池中看到她。 

 

 



 

非常感謝我們所有的捐獻者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收到的每一筆捐獻！當我們和居民在一

起時，我們就會用盡全力讓他們的生活感到更加舒適和愉快。

現在我們正在對活動室進行改造，所以未來這個地方將會更

吸引人，更多的居民會使用它。此外，我們的物理治療室已

經煥然一新。我們很感激，因為您的慷慨奉獻，讓我們能夠

做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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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和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9:15 

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

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 

 

耶利米書 33:6 

看哪，我要使這城得以痊癒安舒，使城中的人得醫治，又將

豐盛的平安和誠實顯明與他們。 

 

主永遠不會忘記祂的百姓，他們過去在集中營那段日子，神

都記得，願神繼續安慰、醫治並纏裹海法之家居民身體和心

中的傷，求神的平安深深的進到他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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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icej.taiwan@icej.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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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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