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衣索比亞猶太人緊急回歸呼籲信 
 

 

 

  

202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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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朋友們： 

 

幾個月以來，我們一直關注著衣索比亞的局勢，自去年爆發

的重大衝突再次升級後，作為回應，以色列領導人已開始計

劃緊急航班，要將最後一批衣索比亞猶太人帶回來。以色列

猶太事務局請求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支持這項緊

急任務，該計劃要求在未來幾個月內將約 5,000 名衣索比亞

猶太人帶回以色列，現在我們非常需要您的幫助，盡可能將

更多的猶太百姓帶往安全的地方。 

 

留在衣索比亞的猶太人目前住在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

和貢德爾（Gondar）貧困的臨時難民營（transit camp），等

待著輪到他們搬回以色列的時機。以色列政府自 2015 年承

諾會將他們帶回家，然而現在他們意識到時間越來越緊迫。 

 

衣索比亞正飽受內戰之苦，而飢荒的情況也捲土重來。近幾

個月來，在安哈拉（Amhara）和提格雷（Tigray）兩部落間的

衝突再度燃起，反叛份子提格雷民兵威脅要進軍首都阿迪斯

阿貝巴。令人感到不安的報告顯示有整座村莊被燒毀。這場

衝突已經奪走數千名百姓的生命，並迫使超過 250萬人逃離

家園。與此同時，由於長期乾旱和飢荒的惡化，全國的糧食

短缺日益嚴重。 

 

仍待在衣索比亞的猶太人是「法拉沙穆拉」（Falash Mura）

社區的一部分，他們有以色列血統，但在幾世代前的他們被

迫改信基督教。 



 

他們想與已經居住在以色列的親戚團聚，然而已經被困在破

舊的臨時難民營二十多年，在等待著輪到他們移民的時刻。

以色列政府每次都帶著數百人回歸，事實證明，這樣的速度

太慢了。現在以色列歸回融合部部長普尼娜．塔瑪諾－莎塔

（Pnina Tamano-Shata），身為衣索比亞猶太移民的她正在致

力加速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回歸。 

 

為響應以色列向我們尋求幫助的緊急呼籲，ICEJ 已經同意在

第一批回歸人潮中，資助至少 200名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回歸

航班，這些航班預計將在未來幾週內帶回衣索比亞第一波移

民。隨著未來幾個月資金到位後，我們將繼續成為幫助歷史

上第三次衣索比亞猶太社區回歸以色列的核心角色。 

 

自從六年前以色列政府決定將衣索比亞剩餘約 9,000 名的猶

太人帶回家以來，至今已有 4,000 多人成功抵達以色列，其

中一半以上的航班是由 ICEJ贊助。在您的幫助下，我們可以

繼續在完成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回歸發揮重要作用。 

 

除了贊助他們的阿利亞航班外，ICEJ 還被要求協助這些新的

衣索比亞猶太移民在以色列定居時的教育和職業培訓計劃。

他們將經歷從自給自足農業為中心的農村生活飛躍到步調

快的高科技社會的轉變，因此這些新移民需要我們幫助他們

在這漫長的適應過程中，讓他們重新回到應許之地的猶太主

流生活裡。 

 



 

邀請您考慮一份慷慨的禮物，來幫助衣索比亞猶太人的緊急

航班。您的奉獻可以將他們從現在所面臨的危急景況中解救

出來。 

 

 

感謝您響應這項緊急的需求！ 

 

猶根．布勒博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總裁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1/1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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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衣索比亞猶太人的緊急回歸航班 
 

 

 

近代歷史上，以色列曾兩次動員對古老衣索比亞猶太社區進

行緊急回歸任務，將他們安全的帶回家。1984年，進行摩西

行動（Operation Moses），將原本徒步前往以色列，但最終

在飽受戰爭蹂躪的蘇丹滯留和挨餓的 8,000 多名衣索比亞猶

太人帶回以色列。接著在 1991 年，所羅門行動（Operation 

Solomon）在一個週末所進行的戲劇性救援中，將大約 15,000

名瀕臨滅絕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帶回家。 

 

現在以色列的衣索比亞猶太領導人正關注著他們前國家不

斷升級的內戰，他們呼籲進行「所羅門行動 2」，再一次發

動緊急回歸航班，以營救他們在衣索比亞最後的猶太同胞。 

 



 

 
圖片說明：衣索比亞衝突的照片 

 

這個東非國家再次陷入內戰，飢荒狀況正在捲土重來。主要

的反叛民兵威脅要向首都阿迪斯阿貝巴進軍，政府已宣布進

入緊急狀態。有令人感到不安的報導指出暴行普遍存在著，

甚至有村莊被夷為平地。此次衝突已造成數千名平民喪生，

並迫使超過 250萬人逃離家園。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內亂

日益加劇，人們對因著乾旱和飢荒引起的糧食短缺也十分擔

憂。許多國家都警告其公民儘速離開衣索比亞。 

 

衣索比亞剩餘的猶太百姓住在阿迪斯阿貝巴和貢德爾貧困

的臨時難民營裡，仍在等待輪到他們搬回以色列的時刻。以

色列政府 2015 年承諾數年內會將他們帶回應許之地，但他

們現在意識到這可能為時已晚。 

 



 

 
圖片說明：臨時難民營的照片 

 

以色列歸回融合部部長普尼娜．塔瑪諾－莎塔（Pnina 

Tamano-Shata），她自己是三歲時移民到以色列的衣索比亞

猶太人，最近警告說：「不穩定的局勢直接影響到在衣索比

亞等待的猶太社區人民，已經危及到他們的生命，並要求政

府立即採取行動，迅速將他們帶回來。」 

 

因此，她正在領導政府計劃未來幾個月內將約 5,000 名衣索

比亞猶太人緊急帶回以色列，而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也請求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提供協助！ 

 

作為回應，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已經同意在第一

批回歸人潮中，資助至少 200名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回歸，第

一波從衣索比亞撤離的移民航班，預計將在未來幾週內完成。 



 

隨著未來幾個月資金到位，我們將繼續成為幫助歷史上第三

次衣索比亞猶太社區回歸以色列的核心角色。 

 

 
圖片說明：近期航班的照片 

 

自六年前以色列政府決定將衣索比亞剩餘約 9,000 名的猶太

人帶回家以來，迄今已有大約 4,000 人成功抵達以色列，其

中一半以上的航班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贊助。在您的

幫助下，我們可以繼續在完成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發揮重要

作用。 

 

除了贊助他們的阿利亞航班外，ICEJ 還被要求協助這些新的

衣索比亞猶太移民在以色列定居時的教育和職業培訓計劃。

他們將經歷從自給自足農業為中心的農村生活到快步調高

科技社會的巨大改變。 

  



 

近幾十年來，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一直在為以色列的衣

索比亞猶太社區資助許多社會和教育項目，這些新移民將需

要我們幫助他們在這漫長的適應過程中，讓他們重新回到應

許之地的主流猶太生活。 

 

 
圖片說明：為衣索比亞人民提供幫助的照片 

 

當我們在為即將從衣索比亞起飛的這些救援航班預備時，我

們鼓勵您與我們一起支持這次的緊急航班。以色列正在向全

世界的基督徒朋友尋求幫助，我們在他們需要的時刻即時出

現提供幫助！ 

 

邀請您為 ICEJ的阿利亞回歸工作慷慨解囊，一起成為這歷史

性時刻的一份子。您的禮物可以將衣索比亞猶太家庭從他們

現在面臨的危險境況中拯救出來。感謝您響應這項緊迫的需

求！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1/1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箴言 3: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以西結書 3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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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為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回歸繼續禱告，神說必不再留他們一人

在外邦，願回歸航班能快快進行也都平安到達以色列，使回

歸的阿利亞知道耶和華是他們唯一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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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驚阿拉伯世界的 

以色列—摩洛哥國防協議 
 

「這已經超出關係正常化！即使埃及在大衛營也沒有走到

這一步！」 

 

 
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Benny Gantz）和摩洛哥政府負責國防事務的部長級代表

盧迪伊（Abdellatif Loudiyi）簽署兩國之間的國防協議。（圖片來源：Ariel 

Hermoni/以色列國防部） 

 

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最近從摩洛哥返國，他在摩洛哥與對方

官員會面並簽署一項協議，加強以色列與這個北非國家之間

的安全合作關係。這項協議同意摩洛哥購買以色列防空系統、

軍用無人機和其他高科技設備。另外，摩洛哥也向以色列採

購機槍、偵察車和觀測系統。 

 



 

這些軍購背後是由於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為了西撒哈拉地

區的領土爭端，導致雙方關係日益緊張。因此摩洛哥需要購

買武器，主要是作為邊境管控與保衛邊境所需的防禦性武器。 

 

摩洛哥在 2020 年 12 月加入《亞伯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為該國與以色列全面關係正常化鋪路。邊境衝突

與阿爾及利亞政權的挑釁行為都加快促成這兩國的結盟。與

伊朗政府關係密切的阿爾及利亞對摩洛哥表現出強烈的敵

意。阿爾及利亞最近才與摩洛哥斷交，甚至禁止摩洛哥民航

機飛入阿爾及利亞領空。 

 

這不是摩洛哥第一次向以色列採購武器。摩洛哥與以色列的

關係從 1960 年代初期就開始發展。當時兩國之間協商談判

的框架，讓大批摩洛哥裔猶太人（約 25 萬人）得以移居海

外，其中大多數人都移民到以色列。兩國關係持續改善，並

且保持密切往來。當時兩國安全機構首長和國家領袖之間的

會晤多半是秘密進行，只有在 1986 年時任以色列總理裴瑞

斯（Shimon Peres）前往摩洛哥訪問時，才在國王宮殿會見摩

洛哥國王哈桑二世（King Hassan II）。 

 

以色列已故總理拉賓（Yitzhak Rabin）曾在 1993年和 1994年

兩度訪問摩洛哥。當時他也與摩洛哥國王哈桑二世會面。以

色列總理巴拉克（Ehud Barak）也在 1999年訪問過摩洛哥，

甚至會見當時的王儲，即現在的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

（King Mohammed VI）。巴拉克去年在網路上發文，他帶了

一款以色列製的電玩遊戲當作禮物，送給當時才 15 歲的未

來國王。 



 

 

 

 

在奧斯陸協議（Oslo Accords）簽署後，雙方在 1995年正式

建交。但在 2000 年爆發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Second 

Intifada）後，摩洛哥再次保持低調。即使在這段時間，以色

列人還是可以隨時前往摩洛哥，雙方政府往來都有公開但秘

密進行的管道。  

 

摩洛哥一向善待猶太人甚至是以色列人。事實上，摩洛哥是

唯一一個未摧毀猶太會堂，也不曾殺害猶太人的國家。雖然

在 20世紀初期和 1948年接近以色列建國時期曾發生過反猶

事件。 

 

必須強調一點，現任國王的祖父穆罕默德五世（ King 

Mohammed V）在猶太大屠殺期間曾拯救猶太人，並且拒絕

將他們交給親納粹的維希政權（Vichy Regime），因此挽救許

多人的性命。 

https://www.facebook.com/Barak.Ehud/posts/3850328578332723


 

今天有將近 1百萬摩洛哥裔猶太人在以色列生活。許多人仍

持續堅守摩洛哥猶太社區的文化傳統，例如紅色彩繪刺青

（Henna）儀式和米莫納節日（Mimouna）傳統，以擺設盛宴

的方式來慶祝逾越節的結束，並已成為以色列認同摩洛哥社

區的半官方節日。許多以色列政治人物為了爭取摩洛哥裔選

票，都會參加米莫納節日舉辦的活動。 

 

 
圖片說明：以色列前總理納坦雅胡和他的妻子莎拉出席在耶路撒冷舉辦的米莫

納傳統宴會。 

 

摩洛哥與以色列正積極發展關係，這讓阿拉伯世界大感訝異。

這樣的舉動招來阿拉伯記者、巴勒斯坦或哈瑪斯相關社群媒

體的嚴厲批評。許多人對於摩洛哥與以色列達成新的國防協

議感到震驚與不解。 

 



 

由於愈來愈多阿拉伯國家願意與猶太國家和平共處，這樣的

結盟也引發人們關切中東阿拉伯穆斯林聯盟的未來發展，許

多阿拉伯人表達他們的憂心，他們是這樣說的： 

 

「這已經超出關係正常化，是涵蓋所有層面的結盟。」 

 

「摩洛哥是第一個與以色列簽署國防協議的國家，而且還是

對外公開！」 

 

「即使埃及在大衛營也沒有走到這一步。」 

 

現在看來當前中東局勢的變化正加速朝以色列靠攏，這也挑

起穆斯林國家之間以及什葉派和遜尼派穆斯林之間的內部

矛盾，這樣的衝突很容易就導致區域戰爭。或者，我們會看

到愈來愈多國家接受以色列存在的事實，中東政治朝務實方

向發展，願意與以色列建立夥伴關係，這是否可能促成歷史

性的以阿和解？無論朝哪一個方向發展，發展核武的伊朗都

將讓這個地區的所有成員坐立難安。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12/01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27:1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

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以賽亞書 19:23-25 

當那日，必有從埃及通亞述去的大道。亞述人要進入埃及，

埃及人也進入亞述；埃及人要與亞述人一同敬拜耶和華。當

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因為萬軍之耶和華賜福給他們，說：「埃及－我的百姓，亞

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產業，都有福了！ 

 

持續為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立友好關係，並ㄧ起敬拜以色

列的聖者禱告，相信祝福以色列的必然蒙受恩典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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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