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為以色列帶來安慰 
 

 

202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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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向新的一年 2022 年邁出第一步時，我們也要牢記神

在過去一年給予我們的美好，並帶著期待，相信在未來的一

年祂依然是信實的神。而我們將繼續履行神在 1980 年託付

給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的責任！ 

 

ICEJ 創始的使命基於以賽亞書 40:1-2「你們的神說：你們要

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又向他宣

告說，他爭戰的日子已滿了⋯⋯」 

 

四十多年來，ICEJ 一直進行著給予以色列安慰的旅程，這段

旅程包含了憐憫與愛的行動，以色列每個城鎮、村莊和城市

在某種程度上都受到 ICEJ 慈惠事工的影響，我們幫助窮人、

鼓勵兒童、照顧老人並幫助猶太人歸回聖經中應許給他們的

家園。 

 

我們的事工目前專注於實際幫助與安慰的四個主要領域。與

您 2021 年給予我們的支持一起，我們能影響以色列社會中

最需要和最弱勢的群體。 

 

以下是 ICEJ慈惠事工的摘要，這些項目展示您能如何幫助我

們四個主要事工並為以色列帶來改變： 

  



 

➢ 以色列危急基金 

 

 

 

3 月期間，ICEJ 向受新冠疫情重創的貧困弱勢猶太家庭進行

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逾越節假期救助計畫，同時向全國各

地的阿拉伯基督徒發送了復活節禮物籃。 

 

5 月以色列遭受來自加薩猛烈飛彈戰的攻擊，ICEJ 立即採取

行動，訂購 15個新的移動式防空洞，向邊境城鎮前線的急救

人員提供防護背心和消防服。 

 

以色列南部邊境與加薩雖然「停火」但局勢仍然不夠穩定，

北部邊境與黎巴嫩也潛伏著威脅，ICEJ整年持續購買防空洞，

以安置邊境附近易受攻擊的社區，ICEJ購買另外 36個移動式

防空洞，並對其他地下防空洞進行了翻修。 

  



 

➢ 給予未來和希望 

 

 

 

我們的「給予未來和希望」計劃鞏固了以色列家庭，使他們

具備教育和經濟的能力，也照顧處在危險中的兒童和青年，

並擴展到整個以色列，致力使阿拉伯人與猶太人共存。去年

整整一年，我們為看到許多人的生活受到該計劃的影響被改

變而感到十分高興。您可以閱讀下列鼓舞人心的個人生活故

事： 

 

為新創國家苦苦掙扎的一面帶來希望 

https://bit.ly/3tmdnzS 

 

點燃以色列老年人的創造力 

https://icej.org.tw/icej-211215-2/ 

 

ICEJ幫助修復以色列家庭 

https://icej.org.tw/icej-211215-1/ 

 

https://bit.ly/3tmdnzS
https://icej.org.tw/icej-211215-2/
https://icej.org.tw/icej-211215-1/


 

ICEJ恢復弱勢單親媽媽的希望 

https://bit.ly/3niF6xK 

 

ICEJ向孤兒伸出愛的手幫助他們 

https://icej.org.tw/icej-211118-4/ 

 

ICEJ支持在以色列的反堕胎行動 

https://icej.org.tw/icej-211027-3/ 

 

➢ 阿利亞回歸與融合 

 

 

 

我們持續將猶太人帶回以色列並幫助他們在自己的土地上

定居。 

 

https://bit.ly/3niF6xK
https://icej.org.tw/icej-211118-4/
https://icej.org.tw/icej-211027-3/


 

儘管新冠疫情帶來了旅遊禁令，ICEJ 還是在去年初將數百名

衣索比亞猶太人帶回以色列，其中包括一名曾在以色列接受

過拯救生命的心臟手術的衣索比亞男孩。在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3月期間，ICEJ 為著「以色列磐石行動」抵達以色列

的 2,000名衣索比亞猶太移民中的 500多名阿利亞提供航班

的協助。 

 

去年 ICEJ 總共為來自全球 20 多個國家的近 4,000 名新猶太

移民提供了阿利亞回歸和融合協助，其中包括為 1,500 多名

新移民贊助的回歸航班。 

 

與此同時，我們的家庭護理計劃（Homecare program）標誌

著 25 年來我們持續探訪俄羅斯老移民、贈送禮物給他們並

為身障者提供護理服務。 

  



 

➢ 大屠殺倖存者 

 

 

 

以色列 4月舉行一年一度的大屠殺紀念日（Yom HaShoah），

以色列幾間主流媒體報導 ICEJ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新聞

媒體強調我們在海法之家的基督徒護士和志工團隊的日常

工作，而以色列的主要電視頻道則播放了一個兩小時的電視

節目，為海法之家籌集資金。 

 

然後在 7月的時候，ICEJ很高興與慈善合作夥伴一起開設以

色列第一間國家呼叫中心，以滿足以色列全國大屠殺倖存者

的緊急需求，呼叫中心位於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附近。 

 



 

我們感謝您的祈禱，也感謝您在好土中播下的種子！這些只

是我們因您的支持而蓬勃發展的眾多慈惠事工裡部分的亮

點。 

 

2022 年耶路撒冷全球基督徒使館將會持續成為您的代表並

幫助以色列，給予以色列人民來自基督徒的愛與安慰。期待

您能繼續作為我們的夥伴，一同幫助以色列社會中最弱勢的

群體。 

 

閱讀 ICEJ 2021年更多的回顧故事： 

https://icej.org.tw/icej-220105-1/ 

 

文章出處：ICEJ 媒體與出版總監 勞瑞娜．德里斯（Laurina 

Driesse） 

文章日期：2022/01/0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icej.org.tw/icej-220105-1/


 

經文與禱告方向 

 

雅各書 1:27 

在神我們的父面前，那清潔沒有玷污的虔誠，就是看顧在患

難中的孤兒寡婦，並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哥林多前書 1:3 

願恩惠、平安從神我們的父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你們。 

 

箴言 19:17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 

 

2022年願恩惠和平安從神並主耶穌基督歸與以色列，也求神

記念所有為 ICEJ慈惠事工獻上一份心力的奉獻者，神必紀念

您們的擺上，因為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神必加倍祝

福在您們的身上。 

  



 

以色列取消「紅色」國家名單， 

重啟空中交通 
 

從週五開始，以色列人不需要取得特殊許可，就可以前往世

界各地旅行。以色列將在週日重新開放已接種疫苗的外國遊

客入境。 

 

 
上週日，在以色列政府最新旅行禁令生效前一天抵達本古里安國際機場的旅

客。（圖片來源：AVSHALOM SASSONI/FLASH90） 

 

以色列衛生部主任艾希（Nachman Ash）教授週四宣布，由於

以色列前一天新冠確診人數已經突破 16,000人，創下疫情爆

發以來的歷史新高。因此從週五開始，不再有國家列入「紅

色」警示名單。 

 



 

此舉將可讓以色列人再次前往世界各地旅遊，不再需要取得

政府特殊許可。只要他們完成疫苗接種，返國後就不需要再

隔離一週。 

 

以色列衛生部在本週稍早宣布，從週日（1/9）開始，不是來

自紅色名單國家的外籍人士，只要符合衛生部完整接種疫苗

的規定，包括：在過去六個月內曾接種兩劑疫苗，施打過疫

苗加強針；或是根據染疫後康復數位證明中的指示，染疫康

復後施打過一劑疫苗，或在六個月內曾染疫已痊癒；就可入

境以色列，這是自去年十一月底以來首次不需要取得特殊許

可。 

 

週四（1/6）仍列在「紅色」名單的國家包括：美國、英國、

瑞士、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衣索比亞、坦尚尼亞、奈及利亞

和土耳其。 

 

艾希表示，由於以色列染疫比例已經相當高，維持邊境關閉

根本無濟於事，因此才做出這項決定。 

 



 

 
2022年 1月 4日，在特拉維夫附近本古里安國際機場（Ben Gurion Airport）離

境大廳的旅客。 

 

以色列衛生部的最新數據顯示，過去一週內和週三當天記錄

到的確診病例數中，有 7%來自從國外返國的以色列人。約莫

兩週前，這個數字約占 20%。 

 

入境旅客仍須出示新冠病毒檢測證明（不論是在離境前 72小

時內取得 PCR 核酸檢測證明，或在離境前 24 小時內取得抗

原檢測證明），才能夠登機。在抵達以色列後，還須進行一

次 PCR核酸檢測。 

 

只要完成疫苗接種的旅客在收到 PCR 檢測結果，或在 24 小

時後，就可解除隔離。未接種疫苗的旅客則必須隔離一週，

並在第七天進行第二次病毒檢測。 

 



 

這項消息受到許多一般以色列公民的歡迎。以色列公職人員

和社運人士也樂見其成，他們不是代表以色列人在國外工作，

就是有家人在海外。另外，海外猶太人也對此表示歡迎。 

 

非政府組織「猶太回歸者機構」（Yad L’Olim）創辦人李普曼

（Dov Lipman）表示：「我代表猶太回歸者、他們的家人和

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對於以色列政府願意邁開這重要的一步

表示感激。」 

 

「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包括確保未接種疫苗旅客，仍可

進行必要的緊急旅行，想辦法讓痊癒後有抗體的旅客能夠入

境，並在未來出現其他變種病毒時，制定更完善的計畫。」 

 

海外僑民事務部長夏伊（Nachman Shai）表示：「將其他所

有國家從『紅色』名單中除名是正確的決定。因為 Omicron

變種病毒在以色列當地的擴散速度非常快，這時候實施入境

限制就完全沒必要。而且這項規定切斷海外猶太人以及許多

與這國家關係密切的其他人與以色列的聯繫。」  

 

「很高興這個情況終於獲得改善。但我會持續推動一系列政

策，更多將以色列與世界各地猶太同胞保持實體聯繫的需要

納入考量。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2/01/06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約翰三書 1:2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

興盛一樣。 

 

奉主名祝福以色列政府有智慧處理疫情及與觀光有關的各

樣經濟狀況！ 

  



 

ICEJ祝福下一代 
 

 

 

能有一種聲音能比快樂的孩子們在一起玩耍更令人愉快的

嗎？ 

 

當他們從小嘴中爆發出爽亮的笑聲時，他們興奮得欣喜若狂。

今天，在加利利日托中心的以色列兒童將在一個新的操場上

玩耍！ 

 

在落成儀式上，ICEJ慈惠工作和回歸副總裁妮可．尤德（Nicole 

Yoder）幾乎被準備衝進新操場的激動又精力充沛的孩子們撞

的滿懷。 

 



 

日托中心是提比利亞市（Tiberias）當地以色列信徒的孩子們

的一個獨特學習中心，該市嚴重缺乏現代化和吸引人的戶外

娛樂設施。 

 

當妮可（Nicole）與管理學習中心的團契牧師交談時，她聽到

了該中心與芬蘭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在那裡玩耍的一些孩

子是卡洛．西萬托（Carlo Sivanto）的第五代後裔。卡洛．西

萬托是一位芬蘭基督徒，1946年帶著幫助猶太人的偉大呼召

和異象來到以色列。他和他的一個兒子就住在目前日托中心

所在的大樓裡。 

 

 

令人驚喜的是，通過芬蘭忠心的基督徒捐贈者們的慷慨支持，

兒童遊樂區得以升級，現在有了五顏六色的遊樂場設備。 

 



 

「我們要感謝你們的捐贈者們，感謝他們成為創造歷史的一

部分」，丹尼爾．亞哈夫牧師在奉獻儀式上說。「從那時開

始的異象得以一直延續到今天。多年來，我們都有幸加入並

延續這一聖徒、捐贈者和禱告支持者的聯結。因此，我代表

所有這些孩子向您們表示衷心的感謝，他們將繼續在上帝的

恩典下享受這個地方。」 

 

「這非常令人興奮，我們很高興能成為其中的一部分」，當

妮可看著孩子們爬上叢林運動間，溜下他們的新滑梯時，她

回答說。「能夠與您同行，成為您所在社區的一個祝福，真

是太好了。」 

 

感謝您們的支持，基督徒大使館能夠開展這項以及許多其他

慈惠項目，為以色列社區帶來希望和未來。請繼續支持 ICEJ

的工作，為我們的「未來與希望」基金奉獻。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2/01/03 

翻譯｜大明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p.ecpay.com.tw/276E2FD


 

經文及禱告方向 

 

加拉太書 6:10 

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感謝主，我們可以祝福到彌賽亞信徒的孩子們！使他們可以

歡喜快樂地過童年生活，求主使 ICEJ這樣的服事可以繼續發

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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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icej.org.tw/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