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 ICEJ一起幫助來自烏克蘭的 

大屠殺倖存者！ 

 

202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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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引發了歐洲自二戰以來最大的難民危

機，激烈的戰火已經迫使近 300萬人逃離烏克蘭。 

 

在這場悲劇裡，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和以色列政府與猶

太人事務局合作，將數千名處於危機當中的烏克蘭猶太人帶

出烏克蘭，並將他們安全的帶回以色列。過去兩週內，我們

為抵達以色列約 3,000名烏克蘭猶太移民中的 420 人提供了

交通運輸、臨時住房和阿利亞航班的費用。 

 

此刻 ICEJ也特別在意烏克蘭的大屠殺倖存者，大屠殺倖存者

在過去已經目睹太多的恐怖經歷與戰爭，因此 ICEJ特別著重

於從烏克蘭各地帶出大屠殺倖存者，接著帶他們回到以色列

安全的地區。目前我們贊助了一群由以色列人和當地志工組

成的撤離小組，他們在烏克蘭各處進行長途且充滿危險的奔

走，為的是尋找與撤離大屠殺倖存者。許多年長者與身障人

士已經在家裡待了好幾個星期，十分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危。 

 

該小組目前正在調查遍佈在危機四伏的烏克蘭國內約 75 名

大屠殺倖存者名單，其中包括在俄羅斯軍隊不斷砲擊的烏克

蘭東部地區主要城市中調查。烏克蘭的大屠殺倖存者一個接

一個的被貨車與救護車接走，被帶到更安全的地方，他們的

家庭成員也和他們一起逃離，未來將與他們一起搬到以色列。 

 

從烏克蘭西部的利維夫（Lviv）出發的每次救援任務都需要約

四天的往返車程，途中必須通過許多的檢查站、路邊被炸毀

的建築殘骸，還有從空中降下的飛彈。 



 

當大屠殺倖存者到達與波蘭接壤的烏克蘭西部邊境時，猶太

人事務局將加快他們的回歸過程，而 ICEJ則贊助他們的交通、

臨時住所、任何必要的醫療照護以及他們飛往以色列的阿利

亞航班。我們預計從下週開始，將會有來自烏克蘭的大屠殺

倖存者們陸續抵達本－古里安機場。 

 

 

 

本週俄羅斯軍隊對基輔升級的攻擊迫使已經 78歲的莉莉亞．

弗拉迪羅夫那（Lilya Vladirovna）不得不離開她在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所出生的家。隨著首都逐漸被俄羅斯軍隊圍困，她

一個人被關在家裡兩個多星期。這段期間莉莉亞幾乎快沒有

食物，而且因為她行動不方便，每次警報聲響起時，她也很

難走到公寓中安全避難的的地方，而一天總得經歷好幾次這

樣的狀態。 

 



 

「從戰爭開始的那一刻，我就沒有離開過房子了，因為我們

被命令待在屋內。」莉莉亞告訴《以色列新消息報》（Ynet）。

「每次聽到警報時，我就跑到樓梯間，接著就會聽見爆炸聲。」 

 

莉莉亞的兒子在尋找讓她逃離這裡的辦法時，得知 ICEJ資助

的團隊在烏克蘭全國各地救援大屠殺倖存者，於是 ICEJ救援

團隊帶走了莉莉亞，帶她前往距離兩天車程的利維夫，在那

裡她很慶幸自己終於能夠待在安全的地方並等待前往以色

列。 

 

「我出生在基輔，當時這座城市經常遭到轟炸。」她補充說。

「我的父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尾聲與蘇聯並肩作戰時陣亡。

在我一生當中，我從未想過俄羅斯人會攻擊烏克蘭，現在我

感覺歷史正在重演，甚至比過往更糟。 

 

與此同時，ICEJ救援小組也設法從馬立波（Mariupol）救出大

屠殺倖存者：94 歲的撒母耳（Samuel）和 93 歲的米拉．奇

波尼亞克（Mila Chiporniak）。估計有 2,400名平民在俄羅斯

對馬立波市的持續轟炸中喪生。該市的某間婦產科醫院與劇

院是亞速海（Sea of Azov）沿岸城市中遭到重創且被摧毀的

地點之一，而試圖將平民帶出馬立波市的人道救援車隊也遭

到多次襲擊。 

 



 

 

 

當米拉到達利維夫的安全地帶時，她強忍著淚水與一名以色

列晚報記者談論她所經歷的痛苦遭遇時。 

 

「我無法用言語表達我的感謝。我不知道這些如同從天上來

的幫助我們的天使是怎麼來到這裡的，我根本不認識他們，

他們卻願意在猛烈的戰火中冒著生命危險來救我們。」她說。

「我何等感謝神派來這些救援人員。」 

 



 

 

 

米拉和撒母耳現在已經被救護車從波蘭邊境載往華沙，到那

裡後，猶太人事務局將快速處理他們的回歸流程，並送他們

前往以色列。他們幾位年輕的家人也會與他們一起回到以色

列，但符合參戰年齡的男性必須留在烏克蘭幫忙保衛國家。 

 

獲救的大屠殺倖存者與以色列官員都對 ICEJ這項特別的疏散

工作深表謝意。 

 

以色列駐聯合國代表丹尼．達農（Danny Danon）大使在一段

特別錄制給 ICEJ的影片信息中說：「我要感謝基督徒使館所

有朋友們的支持、代禱與奉獻，這些幫助使我們得以將更多

猶太人從烏克蘭帶回以色列。」 



 

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救援行動，從這場殘酷的衝突中拯救更多

大屠殺倖存者和烏克蘭猶太人。這些大屠殺倖存者曾經歷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對他們做出最駭人聽聞的暴行，例如在

1941 年時，納粹於基輔對 33,000 多名猶太人進行的娘子谷

大屠殺（Babyn Yar massacre）。現在這些大屠殺倖存者又再

度面臨戰爭的恐怖，迫切需要我們的幫助得以安全的回到以

色列！ 

 

 

 

 

新聞出處：ICEJ 副總裁與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博士

（David R. Parsons） 

新聞日期：2022/03/1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icej.org.tw/ukrainianali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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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49:22 

主耶和華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們

必將你的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 

 

求神繼續保守 ICEJ在烏克蘭所進行的救援大屠殺倖存者行動，

也求主感動全球基督徒展現我們對神與對人的愛，幫助現在

急需幫助的大屠殺倖存者與烏克蘭猶太難民，懇求神將處在

危難中的猶太百姓帶回以色列。 

  



 

加入救援烏克蘭猶太人的行列 
 

 

 

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現在正在進行大規模撤離行動，

將數以千計瀕臨滅絕的猶太人，從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帶

回到以色列安全之地。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是行動的中

心，致力資助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的緊急救援和阿利亞行動，

同時參與烏克蘭和鄰國當地的救援活動，並協助已經抵達以

色列的烏克蘭猶太人。 

 



 

 

 

在 2月下旬，戰爭爆發時，數以千計的烏克蘭猶太人與數百

萬難民，一起踏上漫長而危險的旅程，抵達烏克蘭西部邊境，

安全地進入鄰國。 

 

猶太人事務局迅速安排代表，在與波蘭、匈牙利、摩爾多瓦

和羅馬尼亞接壤的六個邊境點迎接他們。從那裡開始，他們

被安置在收容所，同時啟動移民以色列的程序。然後，他們

飛抵以色列，被安置在旅館和融合中心，直到他們可以搬到

長久的住所。 

 

在激烈的衝突下，前往邊境的旅程可能需要好幾天，沿途有

許多檢查站，耗時延誤行程。一旦到達邊境口岸，就會出現

許多令人心碎的場面，婦女和孩童與家中 18歲至 60歲的男

子告別，他們必須留下來幫忙保衛國家。 

 



 

 

 

然而，截至 3月中旬，大約有 3,000名烏克蘭猶太移民，完

成了撤離行動，已經抵達以色列，預計未來幾個月還會有數

千人。 

 

ICEJ 提供資金，幫助猶太人事務局處理整個撤離和阿利亞進

程，包括從烏克蘭出發的巴士運輸費用、在鄰國的臨時收容

所、任何必要的醫療護理、飛往以色列的航班，以及新移民

的緊急融合需要。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通過猶太人事務局

贊助了大約 420名烏克蘭猶太移民的撤離、避難和飛往以色

列的航班。 

 

基督徒使館還發起了一系列相關的救援行動，幫助緊急的阿

利亞。例如，我們與烏克蘭當地的以色列慈善夥伴合作，將

大屠殺倖存者撤離到安全地帶，資助他們飛往以色列，並在

他們抵達後，為他們提供幫助。一些人有望在海法之家居住，

這是基督徒使館在海法設立的大屠殺倖存者輔助生活之家。 

 

 



 

 

 

同時， ICEJ-羅馬尼亞分部主任帕維爾 -安東尼斯（Pavel 

Antonesi）和他的團隊正協助安排巴士，將烏克蘭猶太難民，

從摩爾多瓦載送到布加勒斯特，之後由猶太人事務局進行安

排飛機送往以色列。 

 

ICEJ芬蘭分部主任亞尼-薩洛康斯（Jani Salokangas）帶領團隊

前往波蘭，運送華沙首席拉比要求的大量救援物資，幫助當

地猶太社區照顧大量的烏克蘭猶太難民，這些難民是在等待

以色列航班時與他們一起避難的。 

 



 

 

 

此外，耶路撒冷的 ICEJ 總部將協助 90 名猶太孤兒，來自烏

克蘭查巴德( Chabad )孤兒院的，他們是第一批抵達以色列的

戰爭撤離者之一。猶太國家基金會為 2 至 18 歲的青少年提

供臨時住房和食物，而 ICEJ正思索務實可行的方法，支持孤

兒們未來的成長，並幫助他們適應在以色列的生活。 

 

最後，ICEJ 贊助的以色列大屠殺倖存者緊急呼叫中心，現在

連接到猶太人事務局新設立的特殊熱線電話，為烏克蘭和俄

羅斯猶太人服務，提供 Aliyah相關問題的諮詢。這樣做是為

了幫助猶太人事務局處理所接到的大量電話。熱線在 2月下

旬開通後，頭兩週已接到超過 16,000通電話，其中近 7,000

通來電，是詢問阿利亞（Aliyah）移民到以色列。 

 



 

 

 

自 1980年代以來，ICEJ一直積極投入烏克蘭的阿利亞行動，

在過去的 40年中，幫助大約 50,000名烏克蘭猶太人移民到

以色列。現在，我們有機會，共同參與這一波來自烏克蘭的

最新緊急且預言性的阿利亞浪潮。 

 

 

 

我們將特別優先考慮，從烏克蘭帶回年邁的大屠殺倖存者，

他們目睹了，納粹對歐洲猶太人種族滅絕中最嚴重的暴行，

不需要再次經歷戰爭的恐怖。 

 



 

我們在猶太人事務局的朋友預計，到今年年底將有多達

15,000 名烏克蘭猶太人加入阿利亞，由於俄羅斯經濟低迷，

來自俄羅斯的人數可能更多。 

 

撤離烏克蘭猶太人，為他們提供庇護安置，以及飛往以色列

的費用，目前平均約為每人 1,000美元。 

 

 

 

因此，今天請獻上您最好的禮物，幫助支持這個緊急行動，

將猶太人從烏克蘭的危險中撤離，將他們平安地帶回以色列。 

 

奉獻資訊：https://icej.org.tw/ukrainianaliyah/ 

 

文章出處：ICEJ 4月專文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icej.org.tw/ukrainianaliyah/


 

經文及禱告方向 

 

路加福音 1:51-55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裡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

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為要記念亞伯

拉罕和他的後裔，施憐憫直到永遠，正如從前對我們列祖所

說的話。 

 

詩篇 122:6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我們迫切為烏克蘭的危機禱告，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求

主來扭轉所有相關領導人的心，使他們行公義好憐憫，止息

戰火。在屬靈長兄猶太人危急的時刻，求主感動全球基督徒

伸出援手，與他們同站立，幫助他們緊急撤離，平安回到以

色列應許之地。 

  



 

一起營救並送烏克蘭猶太人 

回以色列！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二戰以來歐洲最嚴重的難民危機，

以色列正分秒必爭地營救數千名身處險境的烏克蘭猶太人，

將他們帶回以色列的安全家園。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正

盡全力，資助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的緊急救援和阿利亞行動，

同時展開烏克蘭和鄰國相關活動，並協助已經抵達以色列的

烏克蘭猶太人。 

 

請加入我們的行列，一起拯救烏克蘭猶太人，將他們安全帶

回以色列。 

 



 

迫切需要的項目： 

 

1) 疏散和避難所：成千上萬的烏克蘭猶太人逃往鄰國，一路

上需要大家的援助，包括緊急運輸和臨時住所，直到他們可

以辦理移民手續，搭機返回以色列。 

 

2) 救援航班：猶太移民從東歐飛往以色列的平均費用，每人

約為 1.000美元，包括機票、巴士運輸和庇護等需要。 

 

3) 以色列的緊急住房和照顧：猶太新移民抵達以色列後，需

要在融和中心和其他緊急住所，安置長達三個月或更長時間。 

 

因此，今天請獻上您最好的禮物，幫助我們支持緊急撤離烏

克蘭猶太人，將他們安全帶回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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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愛的朋友和支持者， 

 

我們生活在多麼動盪的時代！全球新冠病毒危機似乎終於

消退，突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威脅要引發一場全球戰爭。 

 

自 2014年以來，兩國一直在烏克蘭東部發動戰爭，但在今年

2 月下旬，克里姆林宮發動全面入侵烏克蘭，壓制其獨立精

神。激烈的戰鬥已經迫使 300萬人逃離烏國──造成二戰以來

歐洲最大的難民危機。 

 



 

在這場巨大的悲劇中，以色列和猶太人事務局正拼命努力，

救出數千名瀕臨滅絕的烏克蘭猶太人，將他們安全帶到以色

列。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正在積極資助這些緊急救援和

阿利亞行動，感謝我們在世界各地許多忠實的基督徒支持者，

因著你們，我們可以被興起面對緊急的挑戰。 

 

當入侵一開始，猶太人事務局立刻在烏克蘭與波蘭、匈牙利、

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的邊境設立了六個站點，並且以色列和

烏克蘭雙方的官員都在幫助處理那些想移民回以色列的人。

ICEJ 提供資金，幫助猶太人事務局處理整個撤離和阿利亞過

程，包括從烏克蘭出發的巴士運輸費用、在鄰國的臨時收容

所、前往以色列的任何必要的醫療服務航班，以及新移民的

緊急融合需求。 

 

同時，基督徒使館還在烏克蘭和鄰國的當地，展開其他疏散

和救援工作，並協助已經抵達以色列的烏克蘭猶太人。 

 

感謝全世界許多有愛心的基督徒的慷慨解囊，為許多設法逃

離這場恐怖戰爭的猶太家庭，帶來真正的改變，但現在迫切

需要更多的資金，來幫助可能持續數月的阿利亞緊急浪潮。 

 

由於西方加強制裁，俄羅斯經濟也陷入困境，以色列官員預

計到今年年底將有多達 15,000名烏克蘭猶太人，甚至還有更

多的俄羅斯猶太人成為阿利亞─即或戰火很快平息。 

 



 

自 1989 年鐵幕倒塌以來，ICEJ 已幫助近 50,000 名來自烏克

蘭的猶太人通過阿利亞前往以色列。對於那些現在陷入殘酷

戰爭的人來說，幫助他們抵達以色列的需求真是前所未有。 

 

這對烏克蘭的每個人來說，都是緊張的一刻，但作為基督徒，

也是我們向猶太社區表達憐憫的機會，他們在流亡中遭受長

久的苦難，現在想要回到以色列安全地方。他們的生命和未

來如同掌握在我們手中，所以懇請您以最好的禮物來回應！

幫助撤離烏克蘭猶太人，並將他們送到以色列的費用約為每

人 1,000美元。 

 

願主保佑賞賜你們，參與拯救猶太人的生命，領他們歸回以

色列地，重新栽植。 

 

 

 

您在基督裡的同工 

 

猶根．布勒博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總裁 

 

通過您的捐贈，ICEJ 正以實際的、改變生命的方式，為以色

列人帶來希望和安慰。感謝您成為猶太人和 ICEJ的忠實朋友！ 

 

文章出處：ICEJ 4月專文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https://icej.org.tw/ukrainianaliyah/


 

經文及禱告方向 

 

申命記 30:3-5 

那時，耶和華─你的神必憐恤你，救回你這被擄的子民；耶和

華─你的神要回轉過來，從分散你到的萬民中將你招聚回來。

你被趕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華─你的神也必從那裡將

你招聚回來。耶和華─你的神必領你進入你列祖所得的地，使

你可以得著；又必善待你，使你的人數比你列祖眾多。 

 

感謝主使用 ICEJ，有份於營救烏克蘭猶太人的呼召，將他們

平安帶回以色列，在撤離、庇護、救援航班、和緊急住所等

需要上，使我們能獻上珍貴的禮物及時救援，神的憐恤和慈

愛要透過基督徒如同甘霖一樣，大大滋潤危難中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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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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