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充滿考驗的時刻仍舊持續不變的愛 
 

ICEJ家庭護理事工協助著英勇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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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德國軍隊 1941 年入侵蘇聯時，小安娜的父親確信莫斯科

將被佔領，而對他的妻子與四個孩子而言，最安全的地方會

在大約 300公里外的祖父家那裡。正如在戰爭局勢發生的那

樣，他所居住的村莊不僅被佔領，而且他的房子被沒收作為

德國高階軍官的官邸，迫使他們一家人住在地窖裡。 

 

當時還只是三歲的天真年齡，金髮碧眼的小安娜不怕那些士

兵，也對戰爭一無所知，但她知道飢餓的感覺，於是她會偷

偷溜進屋裡並站在餐桌旁邊，小安娜的頭從桌子旁探出，她

的魅力柔軟了敵人剛硬的心，軍人們會分她一些食物，接著

她會快速的回到他們的地窖，與她的母親和兄弟姐妹分享這

些食物。這些食物補足了安娜的母親在嚴冬裡只能從凍土中

取出的馬鈴薯和洋蔥的缺乏。 

 

當母親與孩子們被送到祖父所住的村莊時，安娜的母親才剛

懷孕，在這樣艱困的環境下，第五個孩子出生了。她拒絕鄰

居好心的建議，鄰居建議她在攝氏負 40 度的天氣裡把這個

小小的生命留在外面。然而母愛是堅強的，安娜的母親用冷

水洗了尿布，把尿布放在自己身上晾乾。戰爭開始時，安娜

的父親被送到一家武器工廠工作，所以並不知道又有一個孩

子出生。他甚至認為祖父的家鄉已被德國人佔領，而他的家

人可能早被殺害，在這樣的絕望中，他加入了蘇聯紅軍並在

戰爭前線身亡。 

 

德軍離開安娜家後，當地的法西斯分子（Fascist）擔心這裡被

設下陷阱，於是將房子燒毀。安娜的母親，在三十出頭的年

紀，逃到哈薩克（Kazakhstan）找工作。 



 

她努力工作，甚至從事男人的工作來養活她的孩子。她的臉

上有時帶著微笑，但經常是帶著淚水的。安娜回憶起母親的

心，母親滿溢著對孩子們的愛，試圖讓他們擺脫貧困的生活。 

 

母愛所帶來的力量灌輸到安娜身上。安娜遇到並嫁給了一名

大屠殺倖存者葉夫根尼（Evgeni），葉夫根尼曾與家人在戰爭

中躲藏著。安娜與葉夫根尼為著他們唯一的孩子茱莉亞（Julia）

的成就感到高興，儘管俄羅斯一直存在著反猶主義對他們家

庭的壓力，他們還是為茱莉亞能成為了一名前途無量的職業

記者而開心。 

 

然而茱莉亞的生活突然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她的健康出現

嚴重問題。醫生立即決定為她動手術，但進展的並不順利。

從那之後，她的病情開始惡化，其他治療都沒有幫助，於是

她失去了健康、工作、希望與夢想，只得完全依賴她的父母，

現在她的父母已經八十多歲了。在回歸以色列後，以色列醫

生試圖改善在俄羅斯對她健康造成的損害，但仍無濟於事。

在這個極具挑戰和令人心碎的情況下，安娜一直以自己從母

親那裡獲得的力量和愛來照顧她的女兒茱莉亞。 

 

在過去的二十年裡，ICEJ 家庭護理事工有幸持續支持這個英

勇的家庭，提供每週探訪、護理協助和費用支持。安娜談到

他們的情況時說：「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真的做不到。你

們是我們的一部分，在我們心中佔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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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使徒行傳 20:35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雅各書 2:8 

經上記著說：「要愛人如己。」你們若全守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禱告 

求神賜給我們愛人如己的心，讓我們效法主耶穌，幫助那些

軟弱且有需要的人，讓基督的愛透過我們傳遞出去; 特別要

為在以色列的這些奮鬥中的家庭禱告，並以奉獻支持 ICEJ的

義工有足夠的財物在第一線來幫助這些家庭。 

  



 

猶太大屠殺紀念館主席鼓勵基督徒

守紀念日 
 

 

 

以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新任主席的身份首次亮

相在基督徒會眾前的達尼．達揚（Dani Dayan）先生，鼓勵基

督徒將每年 1 月 27 日的國際大屠殺紀念日視為一個特殊節

日，在這天反思大屠殺、紀念受害者、為此禱告並在現今對

抗反猶主義。 

 

「對於世上的每個人而言，1 月 27 日不該是一個普通的日

子。1月 27日應該是讓人反思的一天、祈禱的一天、思想如

何紀念受難者與如何改善與反猶主義的鬥爭，以及思考如何

加強與猶太人民和以色列關係的一天。」達揚先生說。「我

所說的這些事在一年 365 天內的任何一天做都很好，但在 1

月 27日做就具有特殊的意義。 



 

所以我呼籲所有的讀者，當他們在 1 月 27 日這天醒來時，

不要把它當作平常的一天。讓這天成為反思的一天、祈禱的

一天與具有信念的一天，讓這天成為聲援受害者、猶太人民

和以色列的一天，以及成為打擊反猶主義的一天。」 

 

達揚在 1 月 25 日出席由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安排的年

度領袖啟示性烈火特會，今年召集了來自 50 多個國家近

1,000名基督徒牧者與教會領袖參加為期一個月的線上特會。 

 

2006 年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與 ICEJ 建立了特殊的合作

夥伴關係，透過發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基督徒之友」倡

議，將合作關係開展到基督徒世界。作為合作一部分，ICEJ在

1月 27日當週舉辦了年度領袖啟示性烈火特會，期待教導基

督徒牧者和事工領袖關於大屠殺以及今日與以色列站在一

起的必要性。由於新冠疫情的旅遊限制，今年的特會完全採

取線上進行，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近 1,000 名牧者和事工領袖

共同參與。 

 

達揚主席在與 ICEJ 總裁尤根．布勒（Jürgen Bühler）博士的

直播採訪中補充說：「我們非常珍惜與基督徒世界、與您本

人以及與基督徒使館的友誼。對我們來說，這份友誼確實鼓

舞人心也十分激勵人，讓我們知道有一群夥伴在我們的使命

中與我們一起同工。」 

 

「我認為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應該敞開雙臂接納每一個真正

想來到這裡學習、理解和哀悼，並認同猶太人民困境的友好

人士。」達揚繼續說道。「我們感受到基督徒朋友來到大屠



 

殺紀念館時毫無保留真誠的感受。在現今的世界中，我們將

基督徒視為盟友和朋友。首先我們鼓勵所有的參與聽眾，歡

迎來到以色列。希望新冠肺炎能儘速結束，並期待您來到耶

路撒冷以及大屠殺紀念館。我認為也經常聽到，對於許多人

來說，參觀大屠殺紀念館是個改變生命的經歷。我認為這是

具有教育意義的，也是一種精神性的改變。我相信「名字殿」

（Hall of Names）或「國際義人大道」（Righteous of the Nations 

path）是耶路撒冷最神聖的地方之一。您知道耶路撒冷有很

多神聖的地方，但我想這裡不僅僅是耶路撒冷的聖地，而是

每個有信念的人都應該去參觀的地點。」 

 

「我非常同意這一點。」布勒博士回答說。「我已經在以色

列生活 27 年，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我第一次參訪大屠殺

紀念館的經歷。參觀大屠殺紀念館，看著基督徒和德國人對

猶太人做了什麼，實在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觸動了我的

心。」 

 

達尼．戴揚在 2021 年 8 月被任命為世界大屠殺紀念中心－

猶太大屠殺紀念館的新主席。他曾服務於以色列駐紐約領事

館（Israel's Consul General in New York），目前也是以色列定

居點委員會（YESHA Council）主席及他設立的埃拉德軟體系

統股份有限公司（Elad Software Systems Ltd.）的董事長兼執

行長。 



 

 

 

為了紀念大屠殺紀念日，基督徒使館於 1 月 27 日當天在大

屠殺紀念館的紀念大廳舉辦一場特別的獻花儀式，並與專家

舉行一場內容豐富的網絡研討會，討論對抗「反猶主義」與

「使以色列國失去合法性」的問題。 

 

此外我們還與來自世界各地的牧者與事工領袖一起進行了

按地區劃分的禱告會，以及如同強化版的每週一次的全球禱

告會。 

 



 

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正在讓民眾參與名為「紀念牆」

（IRemember Wall）的活動，這是民眾積極參與大屠殺紀念

館活動的機會，除了讓人民更了解大屠殺的歷史，人們與受

害者的連結也很重要。「紀念牆」活動是一個結合學習歷史

和積極記憶大屠殺事件的參與性計劃！參與猶太大屠殺紀

念館的「紀念牆」活動時，它會從大屠殺中央數據庫中紀念

的 4,800,000 名受害者裡，隨機匹配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姓名

與他的故事給您，讓每個參與活動的人透過紀念受害者與分

享他們的故事來成為記憶大使。 

 

文章出處：ICEJ 副總裁與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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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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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求神讓我們成為安慰祂百姓的管道，讓基督徒紀念大屠殺受

害者，並安慰幫助目前在世年老的大屠殺倖存者！ 



 

貝內特-拉皮德聯盟在 

以色列土地問題上未決 
 

 
新聞圖片：6月，猶太定居者在自願撤離埃維亞塔（Evyatar）哨所前合影留念

（法新社）。 

 

組成以色列新政府的廣泛政黨也代表了對以色列土地的各

種看法，以及必須保留或割讓哪些地區以確保與巴勒斯坦阿

拉伯人的和平。許多右翼聯盟成員認為，繼續建設定居點不

僅是一項安全當務之急，也是一項宗教義務，而左翼則堅持

認為，這嚴重破壞了達成兩國解決方案的機會。到目前為止，

執政聯盟一直專注於通過國家預算的必要性，但他們在土地

換和平問題上的分歧影響政府的凝聚力。 

 

新的以色列議會顯然是右傾的，議會 70 多席中的絕大多數

屬於那些出於安全和宗教原因盡可能多佔地的政黨。 



 

但目前的聯盟從右到左相當平衡，因為其更直接的目標是讓

前總理班傑明．納坦雅胡下台。因此，貝內特-拉皮德政府中

的人現在不得不忍受他們在土地與和平問題上的分歧。但這

幾乎每天都會引起內部和公眾對定居點擴建的爭吵。 

 

目前，有關以色列定居點活動的多個討論燃點引起了國際社

會的注意和憤怒。其中包括耶路撒冷境內的熱點地區，如謝

赫．賈拉（Sheikh Jarrah）、吉瓦特．哈馬托斯（Givat Hamatos）、

阿塔羅機場（Atarot Airport）和橄欖山以東的 E-1走廊。與此

同時，在這些領土上，造成聯盟緊張局勢的一個主要來源是

埃維亞撻（Evyatar）定居點前哨，該前哨是為應對一次恐怖

襲擊而設立的，該襲擊在政府成立前幾週在撒馬利亞的塔普

阿奇路口（Tapuach）附近殺死了一名以色列青少年。 

 

6 月，年輕而更和諧的聯盟達成了一項折衷方案，讓搬到該

地點的 50個猶太家庭遷出，直到新社區的合法性得到確定。

但幾個月過去了，一些猶太定居者已經返回埃維亞撻，左翼

聯盟成員開始出現抗議。他們甚至遊說歐洲領導人譴責和製

裁他們自己的政府，這一舉動激怒了右翼聯盟夥伴，這是可

以理解的。 

 

2021年 12月時，定居點政策引發的內部緊張局勢再次升級，

這一次涉及聯盟與美國官員的接觸。當公共安全部長奧馬爾．

巴爾．列夫（工黨）會見負責政治事務的副國務卿維多利亞．

紐蘭（Victoria Nuland）後，納夫塔利．貝內特總理和右翼人

士都不太高興，並在推特上發布了一張照片和消息，稱他與

美國外交官討論了「定居者暴力」。 



 

從那以後，以色列媒體就一直關注著左右聯盟的爭吵，及拜

登政府是否真的會「痴迷」於這個定居點問題上。 

 

在 2021 年度國家預算於十一月初通過時，政府內部有關以

色列土地命運的尖銳分歧就越來越明顯。這迫使中間派的關

鍵人物採取中間路線，意在安撫世界大國，同時保持政府的

完整性。 

 

國防部長本尼．甘茨（Benny Gantz）在監督約旦河西岸以色

列國防軍日常行動的過程中，允許新的定居點住房開工速度

與近年來幾乎是相同的。此外，貝內特總理設定了一個目標，

即至少將戈蘭高地和約旦河谷的以色列人人數增加一倍，這

兩個地區對以色列都具有獨特的戰略重要性。但作為對左翼

同事的相應姿態，貝內特和甘茨還允許在 C區為巴勒斯坦人

建造更多的住房，並增加允許他們在以色列工作的許可證數

量。 

 

儘管如此，左翼並沒有掩飾其對本國政府當前政策的不滿。

梅瑞茨和拉姆黨反對以色列在猶大和撒瑪利亞的所有建築，

甚至稱之為「犯罪」，而工黨則反對在主要定居點區域之外

的任何建築。 

 

2022年國家預算的新截止日期將在 2月份到來，而納坦雅胡

捲土重來的可能性一直潛伏在幕後，這意味著聯盟目前仍有

保持團結的動力。但是，鑑於以色列政府對土地換和平方案

的看法大相徑庭，我們不應該期望在短期內出現任何支持或

反對向巴勒斯坦人提供土地讓步的重大行動。 



 

然而，我們可以期待的是，新聯合政府的重點是在猶太人民

是應該繼續推進定居點建設，還是應該凍結定居點並瓜分他

們的古老家園的問題上。 

 

文章出處：ICEJ 副總裁與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博士

（David R. Parsons）文章日期：202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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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創世記 15:18-21 

當那日，耶和華與亞伯蘭立約，說：「我已賜給你的後裔，

從埃及河直到幼發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洗人、

甲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乏音人、亞摩利人、迦南人、

革迦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創世記 17:1-8 

亞伯蘭年九十九歲的時候，耶和華向他顯現，對他說：「我

是全能的神。你當在我面前作完全人，我就與你立約，使你

的後裔極其繁多。」亞伯蘭俯伏在地；神又對他說：「我與

你立約：你要作多國的父。從此以後，你的名不再叫亞伯蘭，

要叫亞伯拉罕，因為我已立你作多國的父。我必使你的後裔

極其繁多；國度從你而立，君王從你而出。我要與你並你世

世代代的後裔堅立我的約，作永遠的約，是要作你和你後裔

的神。我要將你現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賜給你和你

的後裔永遠為業，我也必作他們的神。」 

 

持續為新政府禱告有從神來的屬天智慧，來捍衛國土、面對

伊朗的威脅、處理 COVID-19的狀況，以及恢復以色列經濟和

觀光產業，更在內閣政黨不同的意見中總能達成和睦的解決

方案！ 

  



 

ICEJ幫助危機中的邊緣青少年 

走上新道路 
 

 

 

流落街頭無疑是一種極其惡劣的生存方式，沒有人會願意選

擇這樣。但對一些年輕女孩來說，為了擺脫家中的艱困甚至

是虐待，而不顧一切地逃向耶路撒冷的街頭似乎成為她們唯

一的希望。還有一些女孩可能發現自己因無法遵守嚴苛的宗

教或文化規範和行為準則，而在學校或家庭中遭到羞辱和排

斥。 

 

這些女孩通常只有 12或 13歲。漂泊在外後，她們往往會成

為毒販和人口販運者的獵物。不幸的是，若得不到及時的救

助，一些人可能會墮入賣淫和吸毒的深淵中，從而破滅掉她

們繼續接受教育的希望。 



 

22歲的薩拉（Sara）勇敢地與我們團隊分享了她如何落得無

家可歸流落街頭的故事。薩拉是八個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在

耶路撒冷的一個宗教社區長大。 

 

14歲時，她被一所非常有名的高中錄取。然而，她與規章制

度、老師，甚至與朋友們進行了鬥爭。「每次我違反規定，

都會被送回家。無法解釋原因。過了一段時間，我被學校開

除了，並察覺到自己已經待在家裡一個多月沒有學上。」薩

拉回憶說。 

 

之後另一所高中錄取了她，但她又被開除了。「我開始習慣

在家裡的自由，然後還不到 15歲就去工作了。我開始在家附

近的樓房裡打掃樓梯，但這自然會使我的父母和家人們感到

羞愧尷尬。」薩拉解釋說。 

 

薩拉開始賺錢後給自己買了一支智慧型手機，她接觸到了社

群媒體和交友網站，並開始與自己圈子以外的人交朋友。漸

漸地，她的著裝從樸素的正教服飾變成了最新款式。「最終，

這對父母和我來說都變得非常痛苦。我厭倦了看到他們受傷、

害怕，並擔心我可能會對我的弟弟妹妹們產生不良影響。在

這樣的情況下，我做出了決定，最好的辦法是離家出走。」

薩拉說。 

 



 

 

 

這天開始，她收拾好行囊，輾轉於一個又一個朋友家尋求庇

護。「每晚我都睡在不同的女生朋友家裡，用盡了所有選擇

之後，我流落到了街上。當時我 15歲，在嚴寒的耶路撒冷街

道上沒有一個可以睡覺的地方。我需要生存，所以開始了解

街頭的生活方式。於是我發現了一個存在於美好都市背後的

陰暗世界，並開始抽煙和喝酒」，薩拉說。 

 



 

她躺下休息的地方是一個與蘇丹移民工人共用的儲藏室。薩

拉設法在一家超市找到了工作，並經常每天連續工作 18 個

小時，她試圖逃避自己內心的思緒，同時渴望家庭、可口的

熱飯和與他人交往。憑藉超市的工資，她很快就能租到一套

公寓了。 

 

「在超過一年半的時間裡，我的生活常輪轉於派對和奢侈的

夜生活。在我 16歲半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大我六歲的男人

並與他同居。我們吸食毒品，參加聚會。他不分晝夜地占我

便宜。這是一段強迫性掌控的關係，並且我與我的家人沒有

聯繫。」薩拉回憶道。 

 

「最終他被捕入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創傷，....我再次墮落，

而且接下來近一年的時間裡都在濫用藥物和酒精。我是一個

受過傷的年輕女孩，如此的流離轉徙正在摧毀我的生活。」

薩拉回憶說。 

 

而這就是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的作用所在，因為在 ICEJ

的「給予未來和希望」項目中，照顧處於危險中的兒童和青

年是的一個重點方向。 

 

「當我們聽說有一項自 2010年以來一直在執行的救助項目，

以幫助這些危機中的邊緣青年滿足他們的心理和教育需求

時，基督徒使館對該項目敞開了雙臂！」ICEJ 負責援助和回

歸的副總裁妮可．尤德（Nicole Yoder）說。 

 



 

「該項目的工作確保這些年輕女孩有一個安全的地方安置，

遠離街上窺探的目光。在這裡她們可以吃到熱餐，洗個熱水

澡，穿上乾淨的衣服，獲得女性用品，如果在街上遭到毆打，

在這可以得到醫療照顧。」妮可指出。 

 

這個安全之地每周有三個晚上開放，迎接大約 250 名女孩。

隨時間推移，女孩們開始與那裡的員工建立起信任關係。在

社會工作者和治療師的扶助下，她們慢慢地邁向更光明的未

來。這個未來包括完成高中學業，或報名參加專業認證培訓

課程以獲得熱門職業的就業，如視頻剪輯、攝影、簿記和美

容。她們踏上了一條新的道路：可以引導治愈她們的創傷和

重建她們的自我形象。 

 

一個星期四的夜晚，薩拉的人生發生了永久性的改變。當她

和其他危險中的邊緣青年們坐在一個受歡迎的廣場上喝酒，

正準備去參加一個派對時，兩位女士拿著餅乾和熱茶走了過

來，鼓勵她們一起去一個安全的地方，在那裡他們可以吃到

熱飯。雖然她們最初拒絕了這兩位女士，但想到能得到一頓

熱食就很有說服力。當天晚上，薩拉成為 250 名女孩之一，

定期透過這個安全場所的大門邁向新生活！ 

 

後來，隨著與其中一名工作人員信任關係的穩固，他們一起

聯繫上了薩拉的母親。「逐漸地，我恢復了與家人的關係。

我甚至看到了之前連名字都不知道的么弟。」薩拉說。 

 



 

 

 

薩拉被鼓勵著去了一所特殊學校學習，來幫她彌補失學的年

月。透過奉獻和努力工作，她完成了高中學業。而後薩拉決

定繼續完成高中後的課程，並開始對自己的人生負責。薩拉

回憶說，「我的生命有了意義，並且我學會了發現自己的長

處。在那些只想幫我重建生活的人的照顧下，多年來我第一

次感受到了平安和被照顧的感覺。」 

 

透過治療，薩拉找到了幫她恢復生活的方法，並在一年後開

始回歸她的信仰。「我認識到，上帝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學

習了解到我是誰，以及什麼是適合我的」，薩拉說。 

 

如今撒拉嫁給一位很好的男士，他理解、接受並支持她，繼

續她的自我重建之旅。她與家人的關係得到了恢復，目前她

正為那些，與她曾經走在類似道路上的女孩們提供支持。 

 



 

透過您們的慷慨捐贈，基督徒使館可以為許多同樣處於危險

中的弱勢青年「給予未來和希望」，幫助他們走上不同的人

生道路。 

 

為「給予未來和希望」計畫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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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使徒行傳 3:19 

所以，你們當悔改歸正，使你們的罪得以塗抹。 

 

提摩太後書 3:16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

義都是有益的。 

 

為著這些以色列猶太教的邊緣少年禱告，也為著基督徒使館

志工的服事禱告，求主使用志工們能幫助這些少年，對神的

認識能不只停留在律法的規定與要求上，也能明白體會神就

是愛，並進而認知彌賽亞就是耶穌，人生能走上正途成為蒙

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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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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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