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投入於烏克蘭阿利亞 

緊急回歸浪潮 
 

數十名大屠殺倖存者被帶回以色列 

 

202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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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殘酷的戰爭肆虐烏克蘭已經超過一個月，造成 1,000 萬

名百姓流離失所，約有 400萬烏克蘭難民向西逃往鄰國，其

中也包括數千名猶太人。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致力於將

烏克蘭猶太人從這場戰爭衝突中解救出來，並把他們帶往以

色列的安全地帶。我們目前參與在這場阿利亞緊急回歸浪潮

的每個階段：在遭受戰火的城市中，將年長的大屠殺倖存者

從他們的家裡救出，接著將這些猶太家庭帶往安全的地方並

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幫助，最後再將他們載往以色列，以及協

助他們在以色列安頓下來。 

 

在過去一個月裡，因為這場衝突，促成約 6,000 名猶太移民

回歸以色列，在這當中大多數人是為了逃離烏克蘭的戰爭，

而其餘的人則是因為西方制裁導致俄羅斯經濟急劇下滑而

選擇離開俄羅斯，另外還有 4,000 名烏克蘭猶太人目前正在

東歐等待飛往以色列的航班，而更多的俄羅斯猶太人正在找

尋其他出路，逃離邊境開始關閉的俄羅斯。 

 

 

 



 

ICEJ 向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提供資金，用來協助烏克蘭猶太

人所有撤離和回歸的過程，其中包括從戰區載離猶太難民的

巴士費用、他們在鄰國的臨時庇護所、任何必要的醫療護理、

飛往以色列的航班費用及新移民的緊急融合需求。 

 

自從三週前我們迎來烏克蘭猶太移民的第一架航班後，ICEJ

已經為 500 多名因著戰爭而逃往以色列的難民提供了交通、

住宿與阿利亞航班的費用，且預計下週將迎接更多由我們贊

助的烏克蘭猶太人回歸班機。此外，基督徒使館正在協助猶

太人事務局進行移民融入以色列的階段，這些新移民將在以

色列各地的旅館和公共住宅暫住幾個月，同時適應他們在以

色列的新生活。 

 

除了我們資助猶太人事務局在烏克蘭的緊急阿利亞回歸行

動外，基督徒使館與各分部還發起許多其他的救援行動，來

幫助更多烏克蘭猶太人回到以色列，這些行動包括： 

 

>> 為華沙首席拉比提供他向 ICEJ 請求的大量援助，進而幫

助當地的猶太社區照顧數十名來到華沙避難的烏克蘭猶太

難民，並等待飛往以色列的回歸航班。 

 

>> 透過我們在海法與耶路撒冷的大屠殺倖存者緊急呼叫中

心，幫忙猶太人事務局接聽大量來自烏克蘭和俄羅斯猶太人

的特殊專線電話，這些電話皆是詢問關於阿利亞回歸的相關

問題，而幾位會說烏克蘭語和俄語的 ICEJ工作人員也自願在

呼叫中心協助接聽電話的工作。 

 



 

>> 為暫住在旅館和臨時住所的數百名烏克蘭猶太移民提供

救助包。救助包裡頭包含床單、毛巾、盥洗用具、衣物和家

用品兌換券、食物以及提供給兒童的玩具與遊戲。在接受 ICEJ

救助包的烏克蘭猶太移民中，有許多青年在沒有家長的陪伴

下，隻身一人來到以色列。 

 

 

 

除了這些救援行動外，ICEJ 還與烏克蘭當地的以色列慈善合

作夥伴合作，將數十名大屠殺倖存者撤離至安全地帶，資助

他們飛往以色列的航班，並在他們抵達以色列後為他們提供

後續的安排與協助。 

 

我們合作的團隊正在執行一項非常危險的任務，這任務也引

起以色列和國際媒體的關注。他們多次前往烏克蘭東部一些

戰火最嚴重的城市，例如：頓內次克（Donetsk）、哈爾可夫

（Kharkiv）、聶伯城（Dnipro）和馬里烏波爾（Mariupol），

從這些城市將年長的大屠殺倖存者帶到安全的地方。 

 



 

這些大屠殺倖存者年齡層為 80至 90歲，大多數倖存者必須

坐在輪椅上或使用助行器，也需要具有特殊裝備的貨車和救

護車才能接走這些身體不方便的年長者們。他們的家人會來

幫助他們告別生活了一輩子的家園，並從遭受戰火的城市撤

離，同時可能需要幾天的時間才能到達鄰國波蘭和羅馬尼亞，

接著才可以搭乘飛往以色列的航班。多數大屠殺倖存者都是

帶著家人回到以色列，但在他們的家人中，目前僅能帶回婦

女與兒童，因為 18至 60歲的男性必須留下來保衛國家，希

望他們之後也能一起回歸以色列。 

 

 

 

上週四，七名大屠殺倖存者在基輔聚集，與他們的家人一起

前往華沙。我們將會追蹤他們這幾天的旅途，並期待與歡迎

他們下週來到以色列。等他們回到以色列後，接著會把他們

安置在可以滿足他們需求的家庭或生活輔助中心，而 ICEJ在

海法為大屠殺倖存者設立的生活輔助之家將會接收其中一

些大屠殺倖存者。 

 



 

來自烏克蘭、俄羅斯還有白俄羅斯阿利亞的大批湧入，預計

在未來幾個月還會持續下去。目前將烏克蘭猶太人撤離、暫

時安置他們以及飛往以色列的費用，每人平均約 1,000 美元

（台幣約 28,838元）。 

 

今天再次邀請您給予最好的禮物，幫助並支持我們在緊急救

援行動中，將猶太人從烏克蘭的險境中撤離，並將他們安全

的帶回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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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5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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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與禱告方向： 

 

以西結書 36:24 

我必從各國收取你們，從列邦聚集你們，引導你們歸回本地。 

 

以賽亞書 41:10 

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惶，因為我是你的神。

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 

 

禱告 

求神繼續賜福 ICEJ在烏克蘭所有的救援任務，也施恩在一切

所需用的經費，願神感動更多弟兄姊妹一起支持烏克蘭猶太

難民與大屠殺倖存者的回歸。 

  



 

為近日抵達的衣索比亞猶太人縮小

教育差距 
 

 

 

衣索比亞猶太人社區的當代回歸故事，常常是一個大膽拯救

這個古老族群中瀕絕成員的故事。隨著越來越多的衣索比亞

人正在以色列的現代化高科技社會中找尋到自己的道路，這

也正在變成一個真正的成功故事。這須要衣索比亞移民自己

有很大的動力與決心，以及許多外界的努力和項目，來幫助

他們適應以色列的生活。ICEJ積極參與他們回歸的兩個階段，

要知道贊助的回歸航班通常只需要幾個小時，但融入階段往

往要常年的時間與資源投資。 

 



 

近幾十年來，以色列已將 90,000多名衣索比亞猶太人帶回了

應許之地，另有 60,000人在迦南地出生。衣索比亞人的回歸

往往是一波接一波，包括歷史性的緊急航班，即「摩西行動」：

1984 年從蘇丹的破舊難民營中救出 8000多名衣索比亞猶太

人；以及「所羅門行動」，在 1991年 5月的一個週末救出近

15000 衣索比亞人。去年，在衣索比亞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高

峰期，「以色列磐石行動」載著另外 2000名衣索比亞猶太人

到以色列。現在，由於衣索比亞內戰的硝煙彌漫和饑荒的惡

化，以色列正計劃再載 3000名衣索比亞猶太人，預計他們將

在今年春天進行抵達。 

 

自從以色列內閣在 2015年決定延續衣索比亞回歸計劃，ICEJ

已為 2,590 名衣索比亞猶太人贊助了回歸航班－這大約是在

這段時間內到達的人數的一半。目前，我們正在籌集資金再

帶來幾百人。但與為這些新來者提供回歸航班同樣重要的是，

幫助他們度過關鍵的融入階段，這通常比大多數其他移民群

體需要更長的時間。因此，在過去十年，ICEJ已擴大其努力，

通過贊助項目幫助衣索比亞新移民更好地融入以色列社會。 

 

 

 



 

目前的衣索比亞移民潮為 ICEJ提供了一些特別的機會，去幫

助他們更快地適應以色列。阿米拉。阿赫羅諾維茲（Amira 

Ahronoviz），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The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

的首席執行官，最近給衣索比亞回歸的支持者和贊助者做了

一個簡報，在簡報中她描述了最新到達以色列的人群的變化，

這給她帶來了很大的希望。 

 

「對於衣索比亞的猶太人來說，一旦他們降落以色列，到達

應許之地的夢想就會實現。他們親吻地面，淚流滿面，而且

我們與他們分享這一時刻。」阿赫羅諾維茲解釋說。「但對

我們來說，真正的工作只在他們到達本－古里安（Ben-Gurion）

機場後才開始。他們面臨著語言和教育方面的巨大鴻溝，以

及缺乏在以色列就業市場上競爭到好職位所需的技能。因為

這些差距，衣索比亞人是唯一被給予兩年免費融入設施的移

民群體。」 

 

但隨後她注意到一個有趣的變化,這讓她對當前的回歸浪潮

更加樂觀，這與之前來自衣索比亞的回歸浪潮有很大不同。 

 

「那些現在正在團聚的家庭，就是我們去年帶來的 2000 個

家庭以及我們現在正在努力快速帶來的 3000 個家庭，他們

是那些在城市環境中度過相當長時間的家庭。」阿赫羅諾維

茲說。「他們在十多年前離開了他們的小農莊，所以許多孩

子和年輕的成人實際上是在城市環境中長大的。」 

 

  



 

她繼續說：「他們中的許多人都上過學，或接受過一些正規

教育，更多地接觸到科技和現代生活。這意味著，當他們來

到以色列時，他們有更好的基礎來幫助他們適應西方社會。

我們看到，突然之間在我們的融入中心內，我們有 100多個

更高學歷的人。有超過 500 人已經完成了 12 年的教育。這

是驚人的，因為這意味著他們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加速軌

道去融入以色列。」 

 

「我們看到，在一些職業培訓課程中，我們假設不會超過 20

人報名學習電腦知識技能，但後來發現有 80 人排隊參與課

程。」阿赫羅諾維茲補充說。「這很神奇！我們在過去從未

能做到這一點。」 

 

 

 

因此，好消息是，許多新近抵達的衣索比亞猶太移民已經具

備了一定程度的電腦技能，這可以幫助他們更快地在以色列

安家。但也有一些人買不起一台像樣的家用電腦，或者不得

不與幾個家庭成員共享一台舊型號的電腦。也有許多人首先

要完成他們的高中教育，然後才能報名參加大學學習或職業

培訓課程。 



 

為了幫助他們，ICEJ 正贊助一個特別項目，目前提供給多達

25 名有 8 到 11 年受教育經歷的衣索比亞移民，使他們在 9

個月內能獲得高中學位。我們給予的支持包括為他們提供電

腦以完成課程。 

 

「又一次，ICEJ正以一個驚人的尖端項目引領衣索比亞移民。」

ICEJ 慈惠工作和回歸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說。

「這些年輕的學生需要電腦和其他的援助以縮小他們面臨

的教育差距，從而成功融入社會。因此，即便我們在等待我

們將贊助的下一個回歸航班，我們已經有機會幫助其他近日

到達的衣索比亞學生更快地在以色列開始新生活。」 

 

我們邀請您加入我們，使更多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回歸成為真

正的成功故事。請幫助我們做好準備，不僅是贊助他們的回

歸航班，而且還是準備好他們所需的教育課程和電腦，以加

快他們適應以色列的生活。今天就支持我們的回歸和融入工

作吧。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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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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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1/27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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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67:1 

願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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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台灣 ICEJ一直以來所支持的衣索比亞回歸來感恩！求主大

大賜福所有奉獻支持的教會和弟兄姐妹，也相信照著神的應

許，祂必供應衣切祂選民回歸的一切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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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