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從烏克蘭戰爭中幫忙救援猶太人 
 

 

20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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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烏克蘭目前正在面臨的巨大悲劇中，依然有許多鼓舞人心

的事，人們勇敢的面對暴行，也為著鄰國百姓的安全做出英

勇的行為。以色列與猶太人事務局目前正在努力的將面臨危

難的烏克蘭猶太人帶出烏克蘭，並將他們送往以色列。耶路

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幫忙資助這些緊急救援行動與阿利亞

回歸。ICEJ 十分感謝在面臨這些挑戰時，依然忠實支持我們

的基督徒朋友們。 

 

 

 

當俄羅斯軍隊上週四開始入侵烏克蘭後，猶太人事務局迅速

為烏克蘭猶太人設置一條免費熱線，讓烏克蘭猶太人可以打

這通專線，進而幫助他們回歸。截至目前為止，猶太人事務

局已接到超過 5,000 通想要移民回以色列的電話，但隨著戰

爭蔓延到更多地區，以及大量平民開始向西方逃往安全的地

區，要將這些猶太家庭從烏克蘭帶出來顯得越來越困難。 

 

  



 

為了因應這項挑戰，該地區的猶太人事務局與以色列大使館

已經在烏克蘭與波蘭、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邊境

過境點設置六個處理站，官員們在這些邊界的兩側幫助前往

以色列的人民。事實上，因著他們在該地區長期的經驗，以

及當地來自全球的基督徒志工聯盟的幫助下，以色列此時比

其他正在幫助其國民與難民離開烏克蘭的國家處於更好的

位置。 

 

不僅如此，還有報導指出以色列的救援網絡甚至也幫助阿拉

伯國家的公民逃到安全的地方，其中包括幫助了埃及、巴勒

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學生逃離激烈戰火的烏克蘭東部。 

 

烏克蘭的猶太撤離者在越過邊境後，必須先在鄰國暫時安置

幾天或幾週，然後再飛往以色列。以色列的旅館與和移民回

歸融合中心（absorption center）正在預備迎接這批移民，在

移民回到以色列的頭幾個月為他們提供幫助。整個過程需要

來自各方的資助與幫忙，而 ICEJ也盡力付出我們的一份力量。 

 

值得慶幸的是自從我們上週五發出緊急呼籲後，短短的四天

內，我們就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並將 100萬謝克爾（32萬美

元，約 897萬台幣）的捐款交給了猶太人事務局，以幫助救

援烏克蘭阿利亞。許多國家的基督徒在聽到緊急呼籲消息後，

立即作出反應並提供捐獻，我們為此深表感謝！ 

 



 

 

 

以色列計劃在未來幾週內將接收首批 3,000 名的烏克蘭猶太

人，之後預計還會有數千名猶太人進到以色列。加上猶太人

與其近親，估計烏克蘭仍有 200,000名阿利亞。 

 

ICEJ 在協助烏克蘭猶太人回歸方面有著長期且頗具成效的經

驗，自從 1989年鐵幕（Iron Curtain）倒塌後，我們幫助了近

50,000名猶太人從烏克蘭回到以色列。對於那些原本留在烏

克蘭的猶太人而言，將他們帶回到以色列的這項需求從未像

現在如此強烈過，所以我們向那些已經為這個緊急需求提供

幫助的人說聲「謝謝」，也再次呼籲您思考能做些什麼來幫

助有需要的人！ 

 

邀請您一起來為阿利亞緊急救助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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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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01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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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3:20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裡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過

我們所求所想的。 

 

禱告 

求神施恩賜福在 ICEJ的烏克蘭阿利亞事工，願神供應並做超

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事。求神聚集烏克蘭的猶太人，使他們都

能平平安安的回到以色列，並知道耶和華是那位愛他們的神。 

  



 

緊急呼籲幫助烏克蘭阿利亞回歸 
 

 

 

「故此，耶和華說：我的僕人雅各啊，不要懼怕；以色列啊，

不要驚惶；因我要從遠方拯救你，從被擄到之地拯救你的後

裔……」（耶利米書 30:10a） 

 

親愛的朋友們 

 

我們生活在多麼動蕩的時代！新冠肺炎造成的健康危機似

乎快要消退時，俄羅斯和烏克蘭卻突然爆發一場大戰。 

 

烏克蘭東部的分裂主義導致的衝突自 2014 年來一直在醞釀

著，直到俄羅斯軍方兵分多路的入侵其民主鄰國烏克蘭時，

衝突已經升溫。烏克蘭民眾普遍對此感到震驚與恐懼，因為

許多烏克蘭人沒想到這場激烈的戰爭會如此快速的展開，而

且當戰爭爆發了，沒有人知道之後的走向。 

 



 

 

 

俄羅斯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明目張膽的

命令要摧毀烏克蘭的獨立精神，這讓人想起 1968 年 8 月蘇

聯對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佔領，扼殺了布拉格

之春（Prague Spring）。這種侵略也代表其對危害全球秩序的

誇耀，並可能產生嚴重的後果，尤其是對於以色列和中東地

區。 

 

直到昨天，以色列領導人一直非常謹慎的權衡日益嚴重的俄

羅斯與烏克蘭危機，耶路撒冷必須微妙的平衡在兩國之間，

因為烏俄兩國仍有大量猶太人社區，而且俄羅斯可以輕易的

透過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和其與伊朗的戰略聯盟損害以色

列的利益。 

 

與此同時，我們 ICEJ 更加擔心的是烏克蘭和俄羅斯的人民，

特別是兩國的基督徒，他們因爲在基督裡的身份而團結一致。 



 

我們為著他們的安全禱告，希望他們此時能有勇氣和完全信

靠神，我們也祈禱真正的調解者能在這場動蕩的危機中出現，

並迅速結束這場暴力和殺戮的衝突。 

 

烏克蘭衝突的急劇升溫是一場正在上演的悲劇，但也為熱愛

以色列的基督徒提供了幫助猶太社區逃離烏克蘭戰火的機

會。 

 

 

 

ICEJ 自 1980 年代開始一直幫助著烏克蘭的阿利亞。我們在

1990年代初期特別活躍，當時我們透過贊助「Exobus」項目，

幫助 35,000 多名烏克蘭猶太人回到以色列，後來又有 7,000

人乘坐由 ICEJ瑞士分部定期派往烏克蘭西部的特殊貨車車隊

從烏克蘭出來。 



 

自 2014 年烏克蘭東部首次爆發衝突以來，基督徒使館已經

協助超過 2,000名尋求回到以色列的烏克蘭阿利亞。 

 

此刻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請求 ICEJ幫助他們的緊急計劃，就

是從烏克蘭撤離處在危險之中的猶太家庭，並將他們帶往以

色列。數算這批猶太人與他們的近親，估計烏克蘭仍有

200,000名阿利亞。 

 

目前迫切需要協助的領域有三個方面： 

 

1) 疏散與庇護所：需要幫助第一批回歸的 3,000名猶太移民，

並為他們提供長達 2至 3週的庇護所，可能會讓他們先待在

第三個國家，直到他們可以搭乘飛機前往以色列。每人所需

費用預計為 850美元（約台幣 23,833元）。 

 

2) 救援航班：將 3,000名猶太移民載送至以色列的平均費用

為每人約 805美元（約台幣 22,572元），其中包括機票與前

往機場的巴士。 

 

3) 以色列的緊急住宿和護理照顧：當移民抵達以色列時，需

要為他們在移民回歸融合中心（absorption center）和其他緊

急住宿地點，提供長達三個月的住宿和伙食費用，每人需要

約 1,250美元（約台幣 35,049元）的費用。 

 

邀請您慷慨的贊助這項迫切的需要，以救援這些陷入烏克蘭

戰爭的猶太家庭，並幫助他們回到以色列得到安全的生活。



 

您可以將猶太人的生命從危險中拯救出來，為他們帶來真正

且即時的改變。 

 

請記得這些疏散工作對於相關工作人員來說是非常困難的，

甚至十分危險，因此請為以色列和猶太人事務局派出的工作

人員、烏克蘭當地的猶太人和基督徒志工與回到以色列的猶

太家庭能得到神的保守來禱告。 

 

邀請您一起來為阿利亞緊急救助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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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25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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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30:10 

故此，耶和華說：我的僕人雅各啊，不要懼怕；以色列啊，

不要驚惶；因我要從遠方拯救你，從被擄到之地拯救你的後

裔；雅各必回來得享平靜安逸，無人使他害怕。 

 

詩篇 121:7-8 

耶和華要保護你，免受一切的災害；他要保護你的性命。你

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直到永遠。 

 

禱告 

為 ICEJ帶回烏克蘭阿利亞的緊急行動禱告，求神保護所有工

作人員與阿利亞的出入平安，並禱告烏克蘭的阿利亞要全數

快快的回到以色列，神必拯救他們，使他們在以色列得到平

靜與安逸。 

  



 

烏克蘭提醒我們 

伊朗核協議的危險所在 
 

觀點：美國必須「從根本上徹底扭轉」對伊朗的平和態度。

作者寫道。 

 

 
2022年 2月 11日，伊朗德黑蘭，伊朗神職人員在伊斯蘭革命 43週年之際放火

焚燒美國國旗。（圖片來源：MAJID ASGARIPOUR/WANA (WEST ASIA NEWS 

AGENCY) VIA REUTERS） 

 

「今天我們都在不同的世界裡醒來！」 

 

2月 24日上午，德國外交部長安娜萊娜．貝爾博克如此說道。 

 

是的，那天一早風雲變色。俄羅斯裝甲部隊揮軍入侵烏克蘭，

嚇壞了歐洲領導人。 



 

「我們從沒想過他真的會這麼做，」這是歐洲議會大廳裡普

遍聽到的說法。「他對我們所有人都撒謊。」沮喪的貝爾博

克堅持說道。 

 

 
猶根．布勒（圖片來源：Courtesy） 

 

儘管美國和英國情報部門早已警告了幾個星期，就是有關俄

羅斯總統普京即將入侵烏克蘭的事。 

 

當他真的這麼做時，舊秩序開始分崩離析。相信經濟外交力

量的西方領導人突然變成了國王的新衣。托馬斯弗里德曼的

「黃金拱門理論」（註），講述「沒有兩個同時有麥當勞的

國家發生過戰爭」的論點，一夕之間就崩潰了。 

 

（註：黃金拱門理論提出一種資本主義和平的理論，又稱為

預防衝突的黃金拱門理論；意指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到有

夠多的中產階級，來支持麥當勞網絡時，它將成為「麥當勞

國家」，彼此之間已建立了牢固經濟關係，將會以更有效的

方式解決衝突，永遠不會相互開戰，作為解釋全球化如何影

響國家的外交政策和面對衝突的方式。） 



 

德國政界人士尤其堅信，經濟往來是馴服俄羅斯熊的可靠方

法。他們相信普京永遠不敢危及數十億美元的交易，也就是

將北流 2 號（Nordstream 2）天然氣管道引入德國的交易。

直到上週四。 

 

當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弗朗西斯·福山第一次提出我們已經走

到了「歷史的盡頭」時，他的意思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崩潰，

代表著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的勝利，沒有其他競爭對手

可言。他後來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這個理論，但在許多西方

領導人的腦袋裡，仍然存在，他們相信金錢會說話。 

 

普京現在已經明確表示：對於一些國家和領導人來說，他們

的政治、宗教和/或民族主義的願望遠遠超過經濟考慮。 

 

因此，我們目前正在目睹從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以來，歐

洲乃至世界歷史上最徹底激烈的轉變。 

 

最令人驚訝的是，德國的綠黨（Die Grünen）正幫助領導這項

指控。他們上台時提出了全球裁軍的議程。綠黨的口號來自

先知以賽亞，他設想各國要將他們的「刀打成犁頭」，希望

通過和平方式，可以為所有人帶來和平與安寧的彌賽亞救世

主時代。 

 

本週，他們與聯盟夥伴簽署了一項價值 1,000 億歐元的德國

軍隊武器計劃，這是德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武器計劃。  

 



 

因此，自上週四以來，歷史已經全面回歸，每個人都可以看

到，運轉良好的經濟並不是一些世界霸主及其支持者和助紂

為虐者的最終目標。 

 

這一現實也可以在今天的中東地區看到，那裡的地緣政治和

宗教願望很容易使和平的經濟利益相形見絀。 

 

現在，我們離與伊朗簽署新的核協議只有幾週，甚至幾天的

時間。對伊朗的基本假設與對俄羅斯的相同：如果我們只是

在經濟上與他們進行夠大且有吸引力的交易，他們的經濟一

旦增長，就會放棄消滅以色列和美國──「小撒旦」和「大撒

旦」的計劃。 

 

與普京一樣，伊朗的意圖也是顯而易見的。阿亞圖拉霍梅尼

公開宣稱，他的革命旨在消滅以色列。伊朗前總統馬哈茂德

-艾哈邁迪-內賈德站在印有「沒有猶太復國主義的世界」的講

台上。 

 

前「溫和派」總統阿里．阿克巴爾．哈希米．拉夫桑賈尼曾

將小小的以色列國描述為「一個炸彈國家」。 

 

自 1979 年伊斯蘭革命以來，幾乎所有其他伊朗領導人都響

應了從地圖上抹去以色列的基本呼籲。以色列前總理班傑明

-納坦雅胡披露了在德黑蘭倉庫發現的伊朗核軍事計劃的秘

密時，充分暴露了執行這一種族滅絕承諾的手段，西方情報

機構已經得出結論，伊朗一直在撒謊。 

 



 

因此，世界需要明白，如果違背承諾可以在歐洲發生，那麼

在伊朗就更有可能發生。畢竟，伊朗通過武裝其在黎巴嫩的

代理人真主黨和在加薩的哈馬斯，已經清楚地表明自己的意

圖。這兩個恐怖民兵組織不惜使自己的人民陷入貧困，也要

建立一個裝滿數萬枚瞄準以色列的火箭彈庫房。 

 

我擔心，隨著伊朗協議的重啟，西方將再次陷入同樣的陷阱，

就是剛剛發生在普京身上的。但以色列乃至我們整個世界都

不能再次眼睜睜地看著困惑的西方領導人哀嚎，「他對我們

撒謊」或「我們沒有預期到它會發生」。 

 

今天，擺在伊朗面前的任何經濟利益，都必須伴隨著國際社

會強而有力的統一立場，堅決反對任何類型的核計劃。目前

正在進行的協議將使伊朗更接近核武器。以色列領導人對在

維也納重新談判所產生的危險結果表達嚴重關切。 

 

相反，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必須採取大膽行動，從根本上扭轉

他們對伊朗的平和態度，就像他們剛剛為了自身安全，而扭

轉了對克里姆林宮的失敗政策一樣。 

 

這是我們至少可以做的，向以色列這個中東唯一真正的民主

國家表明，他們可以依靠我們。 

 

作者：猶根．布勒博士是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的總裁 - 

int.ice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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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7:8 

求你保護我，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將我隱藏在你翅膀的蔭

下。 

 

詩篇 2:8-12 

你求我，我就將列國賜你為基業，將地極賜你為田產。你必

用鐵杖打破他們；你必將他們如同窰匠的瓦器摔碎。現在，

你們君王應當省悟！你們世上的審判官該受管教！當存畏

懼事奉耶和華，又當存戰兢而快樂。當以嘴親子，恐怕他發

怒，你們便在道中滅亡，因為他的怒氣快要發作。凡投靠他

的，都是有福的。 

 

彌迦書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求主保護以色列和基督徒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全然剪除作

惡者的計謀，將以色列隱藏在翅膀的蔭下，求主管教世上的

審判官，使世上的政治領導者省悟，有為父的心，以人民的

平安和福祉為首要目標，更能行公義好憐憫與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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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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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J Taiwan 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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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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