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烏克蘭的孤兒院，進入以色列國防軍 

利亞離開奧德薩為了保衛以色列的邊界 

 
照片來源：以色列國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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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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利亞是以色列國防軍裡頭一位充滿前途、滿有活力的

年輕士兵，不過幾年前，她卻說她根本「沒有注意過以色列」。 

 

由於父親家暴利亞的家人，利亞和她的兄弟姐妹們，在烏克

蘭的家中被帶走了，並且被送到奧德薩的猶太孤兒院以及寄

宿學校。 

 

利亞回憶道，「在孤兒院中，你必須為所有事情來奮鬥，沒

有什麼是屬於你的。大家共用一個房間、衣服還有金錢。如

果你試圖得到屬於你的東西，它也會從你那裡被偷走的。這

就是我對人生的看法，我不知道這是錯的。你不可能錯過那

些你不知道你已經失去的東西；我真的沒有意識到這是錯的，

直到我來到以色列並了解到生活可以很不一樣。」 

 

利亞來到以色列可以說是場意外。利亞回憶道，「在孤兒院

的時候，我們學到了一些關於猶太節日和習俗的知識，但在

五年前，如果你問我是否想像過會移民到以色列並且服役，

我只會在你面前大笑。」 

 

利亞 17歲的時候，在孤兒院的圖書館偶然發現一本書後，突

然有了搬到以色列的想法。這本書是《離散》，這本書講述

了大屠殺倖存者如何試圖穿越英國的封鎖，並且在二戰後進

入以色列。「我讀到了這些人的旅程，以及他們為了要抵達

這個國家付出了好多努力，有時甚至是危及生命。他們的戰

爭就在我眼前，我幾乎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氣魄，我意識到我

不能繼續做旁觀者了，我必須參與其中。」 



 

 
照片來源：以色列國防軍 

 

利亞決定一個人回歸以色列。她收拾了行李，離開了她的兄

弟姐妹、拋下了母語和國家，並且搬到以色列。 

 

當利亞來到以色列的時候，她感到很驚喜。她感受不到以色

列與烏克蘭的不同。這裡的每個人都很友善，一切都很整潔，

大家都很熱心。「有一次我穿著國防軍的服裝買咖啡，老闆

告訴我要免費招待，我大哭，小小的善舉就讓人有回家的感

覺。」 

 

一開始她不知道自己會加入以色列國防軍，只是想用任何可

能的方式提供幫助。 



 

她開始學希伯來語，她也很快得知可以在以色列國防軍服役。

她應徵入伍，並且繼續在軍隊中學習希伯來語。今日，她成

為了卡拉卡爾邊境巡邏隊的一員。 

 

「一切真的這麼簡單嗎？其實不是的。這是一種很莫名的感

覺，一種真實的使命感，而非說說的而已。一開始我很害怕，

我在想他們會如何接納我？我會管理嗎？不過當我一入伍，

這些想法就消失了。我所有的需要都得到了滿足。我和其他

幾個女孩有一間公寓，我有自己的房間。在我生命中，第一

次有這樣的事情。我有一張床，一個壁櫥，一個架子。這聽

起來可能沒什麼，但對我來說意義非凡。」 

 

「軍中的人很了解我。他們甚至在我要說話之前就知道我想

說什麼。在我們贏得貝雷帽的基礎訓練軍旅結束時，我們出

席典禮儀式時，所有人的家人都前來支持，只有我的家人沒

有來。這個時刻真的很難受，我覺得好孤單，不過當我轉頭

看，我意識到我的軍隊就是我真正的家人。』 

 

利亞非常想念她的兄弟姐妹。他們都還在烏克蘭。「但我知

道這是我必須做的事情，這也是他們的榜樣，你可以做任何

你夢想的事情。我也希望他們移民。我鼓勵我的妹妹像我一

樣成為戰鬥士兵。這是我為自己做過最好的事情。我每天早

上起床都會對我所擁有的說聲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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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31:8 

我必將他們從北方領來，從地極招聚；同着他們來的有瞎子、

瘸子、孕婦、產婦；他們必成為大幫回到這裏來。 

 

看到利亞的故事，就像看到先知書上預言的實現一樣！感謝

神！也求主繼續使用 ICEJ，將一批又一批居住在世界各地的

猶太人帶回以色列，來滿足主的心！ 

  



 

為什麼是以色列？（下） 

 

每位基督徒和每間教會，都應該支持猶太民族

和人民的十個理由！ 

 

 

 

原因六：我們的根在以色列！ 

 

羅馬書 11 章包含了一個植物學界的奇蹟。保羅指出被栽培

的天然且高貴的橄欖樹和野生的橄欖樹。野生橄欖樹是結不

可食用果實的灌木。保羅接著描述上帝在做一件農民永遠不

會做的事。他從那棵高貴的樹上砍下樹枝，在原處嫁接野生

橄欖枝。 



 

通常情況下，這個過程是完全相反的：高貴的樹枝被嫁接到

野生樹木上。但保羅把這個奇異的植物學實驗與以色列和外

邦人聯繫起來。他們，野蠻的異教徒民族，因對耶穌的信仰

而被嫁接到高貴的猶太橄欖樹上，並從他們的先知、族長和

君王的身上汲取了營養的肥汁。 

 

因此，保羅告訴在羅馬的外邦人教會「當知道不是你托着根，

乃是根托着你。」（羅馬書 11:18）。我們必須時刻牢記，我

們的屬靈的根不在羅馬、日內瓦或阿蘇薩街。我們的屬靈的

根是根植在耶路撒冷中，是根植在希伯來先知、猶太使徒、

那一位猶太救世主，和猶太人所寫的聖經中（另見以弗所書

2:11-13）。因此，讓我們尊榮我們的屬靈的根，因為我們知

道保羅也宣布，有一天，那原本天然且高貴的樹枝將被嫁接

回自己的樹上。 

 

 

 



 

原因七：現在是做這件事的正確時機！ 

 

詩篇 102篇是聖經中最有力的預言篇章之一。每當我讀到這

首《困苦人的詩篇》的前 11節時，我腦海中就會浮現奧斯威

辛集中營的火葬場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裡消瘦的屍體。這是

一種絕望的呼喊，詩人看到他的民族像草一樣枯萎。但突然

間，這篇詩篇的基調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變成了重建的基

調，在主「建造錫安」和「在榮耀中顯現」中達到了高潮（詩

篇 102:16）。 

 

關鍵的詩句是 13節，上帝突然採取行動：「你必起來憐恤錫

安、因現在是可憐他的時候．日期已經到了。」（詩篇 102:13）。

希伯來語中「預定的日子」用 mo'ed這個字，也是用來表示

以色列年度節期的字。這些節期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

應該將它們視為進入上帝約定日子的永恆入口。在這裡，詩

人看到神已經為以色列的重建定下的日子將要來到。 

 

你不需要成為預言專家就能看到這一天的到來。一百年來，

主一直忙於重建錫安。上帝已經起來，積極地向錫安顯出憐

憫。因此，現在也是我們起來加入神的行動的時候了！ 

 

原因八：上帝改變了他對待以色列的方式！ 

 

現在這個理由一開始聽起來幾乎是異端邪說。最終我們都相

信上帝永遠不會改變，對嗎？他昨天、今天和永遠都是一樣

的。然而，在基督誕生之前的幾個世紀，主已經宣布有一天

他將改變他對待以色列的方式。 



 

先知撒迦利亞最能表達這一點。「但如今我待這餘剩的民、

必不像從前。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你們列祖惹我發怒

的時候、我怎樣定意降禍、並不後悔。現在我照樣定意施恩

與耶路撒冷和猶大家。…」（撒迦利亞書 8:11-15）。 

 

這些經文描述了上帝與以色列關係的完全顛倒。這是一個從

倒車檔到快進檔的徹底轉變。在前幾個世紀，可能很難看到

他對以色列持續的信實。看著一個四散和被壓迫的民族，許

多神學家試圖將其視為對猶太人的永恆審判。但上帝從未放

棄過他們。今天，當我們的報紙上到處都在報導錫安正在被

恢復時，我們沒有藉口否認！如果上帝改變了對以色列的態

度，那麼他也會幫助你起來祝福他的子民。 

 

原因九：猶太人是耶穌的家人！ 

 

這也許是最簡單但最有力的理由：耶穌是猶太人！保羅這樣

說：「……列祖就是他們的祖宗；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

出來的。他是在萬有之上，永遠可稱頌的神。阿們！」（羅

馬書 9:5） 

 

我幾年前在巴伐利亞的一個教堂裡講到過這件事。講道結束

後，一位兄弟來找我說：「是的，這是真的，耶穌出生於一

位猶太母親。但你忘了一件事。當耶穌從死裡復活時，他得

到了一個榮耀的身體。他不再是猶太人，現在他是全人類共

同的兄弟。」我真的很感動。耶穌，全人類的兄弟，聽起來

很神奇。 



 

但在我的聖經中，我在啟示錄中讀到，耶穌在他榮耀的身體

裡仍然是「猶大支派的獅子」（啟示錄 5:5）。聖經中耶穌的

最後一句話，經常以紅色字母特別標註的是：「我，耶穌……

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啟示錄

22:16）。所以即使在新約的最後一頁，耶穌也提醒我們，他

的曾、曾、曾……祖父是來自耶路撒冷的猶太國王。通過服務

猶太人，我們在服務耶穌地上的家人。我真的相信，當我們

這樣做時，上帝會記念。 

 

原因十：聖經命令我們安慰以色列人！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們需要祝福以色列，因為上帝命令

我們這樣做。以賽亞傳達了這一神聖的命令，他說：「你們

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賽亞書 40:1）。

這顯然不是對猶太人的呼召，否則他們會安慰自己。更確切

地說，這是對外邦人的呼召，讓他們與色列一同站立，祝福

和安慰她。這命令是為以色列爭戰日子滿了的時候（第 2節），

是上帝定下重建錫安的日子。以賽亞書 40 也顯然不是一個

建議或討論，好像上帝來徵求我們的意見。上帝自己是天和

地的創造者，用名字呼喚星辰（以賽亞書 40:26），他告訴我

們起來，在安慰和愛中與他的子民站一同站立。 

 

正是出於這些原因，1980年成立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與以色列一同站立並安慰以色列，在上帝的幫助下，我們將

在今後幾十年繼續如此行。讓我們一起做吧！ 

 

 



 

文章出處：ICEJ總裁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 

文章日期：2021/07/09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安慰主的百姓猶太人，就是一個回應天父透過先知的話的一

個呼召！感謝主，讓我們ㄧ起繼續走在這條與聖靈同工的服

事上！ 

  



 

照顧大屠殺倖存者 

 

 

 

ICEJ 的大屠殺倖存者之家是一個位於海法的特殊輔助生活設

施，是我們在以色列開展的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援助項目

之一。這是一個獨特的社區，來自以色列和國外的猶太、基

督教和穆斯林工作人員，以及志願者組成的專門團隊，關愛

著數十名需要幫助的大屠殺倖存者。 

 

這意味著海法之家的老年居民，被一支美麗的多元文化護理

團隊所包圍——包括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宗教和非宗教、以

色列人和外國人。他們都團結在一起，為這些寶貴的大屠殺

倖存者們，在他們和我們一起生活的最後幾年的歲月裡，提

供所能供給的最好的生活。我們的基督教工作人員和志願者

很榮幸能在海法之家與同事們一起工作，為大屠殺倖存者提

供關愛服務。 

 



 

 

 

 

如今，以色列境內 17.5萬大屠殺倖存者中，大約有四分之一

的人生活貧困，與疾病作鬥爭，或者獨自生活。時間對他們

來說已經不多了，每年約 1.4萬人從他們的團體中逝去。 

 

 

 



 

這就是為什麼 ICEJ在海法大屠殺倖存者之家投入瞭如此多的

時間、精力和資源的原因。海法大屠殺倖存者之家是以色列

唯一一家專門用於照顧貧困倖存者的輔助生活設施。海法家

園的居民每天都受到照顧，但他們在童年時遭遇納粹大屠殺

的痛苦記憶讓他們始終背負著沉重負擔。 

 

ICEJ 致力於照顧以色列大屠殺倖存者，並向子孫後代講述大

屠殺及其對所有子民的重大教訓。加入我們，一起滿足他們

的日常需求，並支持這一有價值的事業。有感動今天就送上

您最好的禮物，支持 ICEJ在海法的大屠殺倖存者之家。 

 

 

 

 

https://p.ecpay.com.tw/96A19


 

滿足大屠殺倖存者的需要 

 

2009年，ICEJ幫助在海法擴建了一個獨特的援助生活之家，

專門照顧貧困的大屠殺倖存者——這是以色列唯一的此類設

施。從那時起，我們的海法大屠殺倖存者之家已成為一個溫

暖、充滿愛心的社區，那裡的老年居民與我們的外國基督教

志願者團隊一起，由以色列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不同工作人

員照料。倖存者享有住房、日常膳食、文化和學習活動、團

體郊遊等服務。 

 

 

 

當這些寶貴的倖存者還在我們身邊生活的時候，能夠照顧他

們是一種莫大的榮幸。您們的支持對我們做到這一點大有幫

助。請考慮在今天大屠殺倖存者的生存期間內讓他們的生活

有所不同。 



 

您們對海法家園的持續支持是這些大屠殺倖存者在餘生中

享有高質量生活的保障。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9-10月專文 

翻譯｜JC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56:5 

我必使他們在我殿中，在我牆內，有記念，有名號，比有兒

女的更美。我必賜他們永遠的名，不能剪除。 

 

這是在耶路撒冷大屠殺記念館所使用的經文，而我們可以在

神的愛中關心倖存者，使他們感受到全球基督徒的支持和幫

助，並知道他們是被記念被愛的，是有價值和盼望的！ 

  

https://p.ecpay.com.tw/96A19


 

來自 ICEJ總裁住棚節之後的問安！ 

 

 

 

親愛的朋友們： 

 

神的帳幕是從聖經的開頭到結尾都存在著的主題。在這本雜

誌中，您將讀到神在今年住棚節期間如何與全地的百姓同住。

人們經歷到神的同在不受新冠疫情的限制，而且最令所有人

感到驚訝的是帳幕（Succahs）被建造在世界各地。 

 



 

在主要的文章中我分享了主題「神與百姓同住」如何代表神

總是居住在人們中的性格，就是神「從這會幕移動到那會幕」

（歷代志上 17:5）。神總是在移動，因為祂喜歡與祂的子民

同住，無論他們聚集在哪裡。 

 

10 月時我第一次有造訪杜拜的機會，為的是參加

「Empowered21」的董事會會議，我們有機會參觀這座在過

去幾十年間從沙漠中崛起的城市。杜拜本身在很多方面都是

一座壯觀的城市。哈里發塔（Burj Khalifa）聳立在整個城市中，

這座城市儼然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巴比倫，聚集來自世界

各國的人們，只為著一個目的：賺錢。我不禁想起創世記 11

章，當時在同一地區，人們建造一座塔「為要傳揚他們的名。」

這和我們不受束縛也不住在華殿中的神截然不同，我們的神

與貧窮和痛悔的靈魂同住。（以賽亞書 66:1-2） 

 

當我訂飛往杜拜的機票時，我很驚訝看見以色列和杜拜每天

有 3-5 趟直達航班，這代表亞伯拉罕協定確實存在著，每天

都有數百人來回奔波。在我們參與的會議上，聽到來自世界

各地的領導人說，儘管在新冠疫情期間，神的工作仍在擴張，

這讓我備受鼓舞。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多的禱告，世界各

處都在建立新的教會。我非常感動聚集在這裡來自不同宗派

的領袖們也積極支持以色列。神正在行動！ 

 

此外，今年在耶路撒冷的我們再次蒙福，儘管我們又遇見一

年的封鎖和限制，但我們的神並沒有讓祂的子民受封鎖或被

限制。 



 

即使我們何等期盼能在耶路撒冷歡迎您，但我們的線上特會

卻將耶路撒冷帶進 100多個國家的教會和客廳。最重要的是

神再一次以全能的方式運行在各處。 

 

藉著神的恩典，隨著以色列各地向我們提出新的幫助請求，

我們在耶路撒冷的工作不斷擴大。我們感謝神，也感謝所有

在祈禱和財務上支持我們的人。我希望您喜歡這本新雜誌，

也禱告當您閱讀它時，神與你同住！ 

 

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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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約翰福音 16:33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裡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書亞記 1:9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即使世界在疫情的苦難中，我們的神是得勝的神，祂已經賜

下平安給我們，並應允我們，無論我們往哪裡去，祂必與我

們同在！ 

  



 

ICEJ歡迎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 

新任主席 

 

 

 

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位於以色列這座

官方的大屠殺紀念博物館，最近任命了新主席達尼．達揚

（Dani Dayan）先生，接替阿夫納．沙萊夫（Avner Shalev）

領導這個受人尊敬的機構。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

總裁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對達揚主席的任命

表達祝賀，並樂觀的表示，達揚將透過大屠殺紀念館基督徒

之友倡議，繼續建立和擴大 ICEJ與大屠殺紀念館的特殊夥伴

關係。 



 

達揚是以色列定居點委員會（YESHA Council）的前任主席，

後來服務於以色列駐紐約領事館（Israel’s Consul General in 

New York）。 

 

 
新主席達尼．達揚（Dani Dayan） 

 

在 ICEJ最近舉行的住棚節特會的影片問候中，達揚說：「我

十分讚賞您將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作為這次特會的一

部分，我呼籲您繼續參與反對反猶主義的教育，以及紀念大

屠殺，因為這是近代最可怕的人類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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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9: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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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

牆垣常在我眼前。 

 

神將以色列銘刻在祂掌上，耶路撒冷的牆垣常在祂眼前。我

們禱告神憐憫及安慰猶太百姓，從大屠殺直至如今，神從未

忘記他們並總將猶太百姓放在心上，願以色列明白神是那位

愛他們的天父，並在父神的愛中更深的被恢復及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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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