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克蘭戰爭 
對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的影響 

 
電視上所播放的全是烏克蘭婦女、兒童和老人逃離家園時只

帶著一個隨身手提箱的畫面。這對 ICEJ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

家的居民產生了巨大影響。許多人彷彿重新回憶起他們在二

戰期間童年時在浩劫中所經歷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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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詢問大屠殺倖存者蕾納特（Renate）關於她對烏克蘭

戰爭的想法和感受時，她的第一反應是：「這根本是魔鬼的

行為。」她小時候經歷過戰爭和大屠殺的恐怖，她說：「這

讓我感到殘酷和麻木。」 

 
蕾納特接著解釋說，她小時候在戰爭期間感覺到自己裡面好

像有什麼東西已經死了，她現在很難想起那時候的感受，然

而當她看到烏克蘭戰爭的畫面時，喚起了她童年時期所經歷

在德國戰爭。 

她回憶起炸彈如何自那晚開始降落，她的父親會把她從他們

家閣樓上的床上抱起來，將她扛在肩膀上，然後帶她到地下

室避難。令人作嘔的恐懼感，彷彿將她淹沒在地下室裡。 



 

「炸彈爆炸，我記得我吸入了地窖潮濕的霉味，以及從天花

板上掉下來的石膏和灰塵。當時我很害怕。」蕾納特解釋說。 

 

 
 
戰爭開始時，蕾納特和她的父母留在家裡。她持續走路去學

校，直到有一天她的學校被炸毀。然後她去了更遠的另一所

學校。她回憶起有些時候是獨自放學回家的時候，警笛聲響

起，炸彈爆炸。 

 
「我獨自一人和街上的其他人一起逃跑到我們能找到的任

何一個地下室。當時我大概六歲，獨自和一群陌生人在一起，



 

我不在我父母的身旁。我唯一記得的就是警笛聲、爆炸聲以

及恐懼。」蕾納特回憶道。 

 
蕾納特非常關注烏克蘭的局勢，並指出：「我經常感到怨恨

和哭泣。 普丁是個壞人，真的不該有像他這樣的人，在一瞬

間將這麼多人的命運改變成最壞的狀態。戰爭影響了我許多，

不知為何，我就是無法不去想它。」 

 

 
 
與此同時，海法之家的居民鮑里斯（Boris）出生於烏克蘭，

但他大部分時間都住在俄羅斯西伯利亞的歐姆斯克（Omsk）。

當被問及目前烏克蘭和俄羅斯之間的戰爭時，他回答說：「太

可怕了！」「普丁一個人怎麼可以決定這麼多人的命運。」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鮑里斯才六歲。他的父親在一家製

造軍事裝備的工廠工作。史達林決定將他父親的工廠以及蘇

聯西部的其他工廠搬遷到西伯利亞烏拉爾山脈（Ural 

Mountains）以東。 

 
鮑里斯分享說，就像今天烏克蘭的炸彈正在墜落和爆炸一樣，

這是他小時候和家人向東遷移到西伯利亞時的經歷。 

 
鮑里斯回憶說，他和他的妹妹以及他的母親和父親都乘坐在

從莫斯科前往西伯利亞的火車上。途中一架德國飛機飛過火

車，開始朝火車射擊和投擲炸彈。 

 
「我父親抓住了我和我妹妹的領子，帶著我們與母親一起跑

向火車的門。」鮑里斯回憶道。「我父親先將我、接著是我

姐姐以及母親從行駛中的火車上扔到外面的地上，我們一直

待在那裡，直到飛機離開。經過漫長而艱辛的旅程，我的家

人終於抵達歐姆斯克。」 

 
鮑里斯在烏克蘭還有一個他會通話的表姐。她與他分享飛機

從頭頂飛過並投擲炸彈，然後炸彈爆炸，以及在戰爭中生活

的艱辛。顯然鮑里斯很同情他的表姐，因為他小時候也經歷

過一樣恐怖的戰爭。 

當 ICEJ正與烏克蘭的救援隊合作，將大屠殺倖存者撤離到安

全地帶的時候，同時在海法，我們正在預備房間接進幾位這

樣的倖存者。上週時，第一位烏克蘭大屠殺倖存者抵達了我

們的海法之家。現年 85 歲的榭拉（Shela）出生於俄羅斯列



 

寧格勒州（Leningrad）的首府聖彼得堡（St. Petersburg），但

過去 40年一直住在烏克蘭哈爾科夫（Kharkov）。 

 

 
 
榭拉的丈夫於 2010年去世，而許多年前，他們唯一的女兒死

於白血病。現在只剩她獨自一人活在世界上，她還有一個侄

女住在遙遠的美國。 

 
她確信自己會死在這場戰爭中。然而，我們的救援隊設法將

榭拉從俄羅斯邊境那不斷被砲擊的哈爾科夫中撤離，這是一

段非常危險的旅程。 



 

雖然她一直渴望移民到以色列，但她的丈夫過去只有看到移

民困難的點，因此之前一直沒有移民。 

 
但榭拉現在很開心可以住在海法之家，她被一個全新又充滿

愛的家庭包圍著。她也是上週在海法之家舉行的大屠殺紀念

日儀式上，其中一名點燃紀念聖火的大屠殺倖存者。 

 
上週在海法舉行的大屠殺紀念日儀式上，榭拉拿著一束鮮花。

如果妳了解這位勇敢的女士從何而來，以及多年來她深處一

直渴望到以色列的願望，你會更加感受到當下的感動。 

 
儘管情況悲慘，但她回到「家」了，我們有很大的榮幸能夠

幫助照顧她。在接下來的幾天裡，預計會有更多來自烏克蘭

的大屠殺倖存者抵達海法之家。在他們有限的歲月裡，讓我

們把握時光安慰關懷像她這樣的大屠殺倖存者。現在是時候

透過支持 ICEJ的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來表達您對他們的

愛和關心。 

 

為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奉獻 

https://p.ecpay.com.tw/96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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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申命記 10:17-18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他是萬神之神，萬主之主，至大的神，

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賄賂。他為孤兒

寡婦申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衣食。 

 
禱告 

我們的神是滿有憐愛的，感謝神使用 ICEJ成為這些大屠殺倖

存者的幫助者，禱告神的愛充滿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並

供應所有的資源使他們有足夠的能力照顧這些甚至更多的

倖存者！ 

 

  



 

ICEJ為烏克蘭移民家庭帶來希望和禮物 
 

 
 
最近 ICEJ慈惠工作團隊前往內坦亞（Netanya），在過去的兩

個月中，有一千多名來自烏克蘭、俄羅斯和白俄羅斯（Belarus）

的猶太移民被安置在這裡。 

 
烏克蘭新移民被迫逃離飽受戰爭蹂躪的國家，他們只帶著裝

滿基本個人物品的手提箱就來到以色列了。 

 
對許多移民而言，他們帶著複雜的情緒開始在以色列的新生

活，希望與憂慮交織在一起。他們希望在以色列有個更光明

的未來，但隨著他們開始適應新文化、學習希伯來語並開始

融入以色列社會時，他們又有點擔憂未來。 

 



 

這批烏克蘭新移民抵達以色列後在旅店住了一個月。在此期

間，以色列歸回融合部（Ministry of Aliyah and Absorption）的

社會福利部門幫助他們安頓，並為他們找到未來居住的公寓。 

 
ICEJ慈惠工作部門的助理珍妮．托霍克（Jannie Tolhoek）在

內坦亞拜訪三個烏克蘭單親媽媽的家庭，鼓勵他們帶著期待

面對未來，並贈送禮品券、毛巾和洗漱用品作為歡迎他們來

到以色列的禮物。 

 

 
 
珍妮與帶著兩個年幼的孩子，就是 7 歲的米拉（Mira）和 2

歲的大衛（David）的母親娃萊里雅（Valeria）聊天，了解到

他們從烏克蘭南部到以色列的艱難旅程。 

 



 

「我們從敖德薩（Odessa）長途跋涉到摩爾多瓦（Moldova），

然後再到以色列，總共花了九天的時間。旅途中我們非常恐

懼，幾乎沒有睡覺，而且我們總感覺很冷。」娃萊里雅解釋

道。 

 
娃萊里雅看著她的孩子，並述說她的丈夫待在烏克蘭軍隊保

衛國家，以及她的父母仍待在敖德薩時，珍妮看見瓦萊里亞

堅韌的力量。娃萊里雅非常感謝 ICEJ所贈與的禮物，他們最

近剛得到一套公寓，很快就會搬進新家了。 

 

 
 
珍妮還拜訪了塔蒂亞娜（Tatjana）和她 19 歲的女兒維拉達

（Vlada）。她們從靠近哈爾科夫（Kharkov）的蘇米（Sumi）

來到以色列。她們說著在離開蘇米的那天，俄羅斯軍隊如何

入侵她們居住的城鎮。接著她們乘坐汽車和火車，經過五十



 

個小時的顛簸旅程到達波蘭邊境，一路上沒有任何食物可以

吃，甚至也沒有睡覺。雖然他們感到筋疲力盡，但很高興終

於能抵達波蘭邊境，而猶太人事務局（Jewish Agency）便在

那裡迎接她們。談話中珍妮得知維拉達是名法律系學生。 

 
「維拉達在大學讀法律，為的是成為一名律師，然而現在不

得不離開她所有的朋友，如同被連根拔起般的離開，對她來

說極其不容易。尤其是她現在必須先學習希伯來語才能繼續

讀書。」珍妮解釋道。「她們的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

但她們都非常感謝能來到一個安全的國家，也希望戰爭一結

束，她們的丈夫和父親會加入她們的行列，一起居住在以色

列。」 

 
當塔蒂亞娜和維拉達意識到自己受到關心與被記在心上時，

她們臉上突然綻放出燦爛的笑容，她們對這些歡迎禮物表示

感謝，還希望未來在內坦亞定居。 

 
與此同時，珍妮與伊琳娜（Irina）以及她的雙胞胎女兒，十

歲的莉拉（Lila）和妮卡（Nika）談話時，了解到伊琳娜是一

名醫生，她很高興能與以色列一個醫生組織建立聯繫。 

 



 

 

 

「以色列是個美麗的國家，人們都在努力幫助我們。儘管來

到以色列並離開我的丈夫和父母是段非常艱難的旅程，但我

們現在很安全，而且我們得到許多的幫助。非常感謝您照顧

我們，並幫助我們在以色列立足。這些女孩們經歷如此多的

創傷，在她們年輕的生活中已經看到太多恐怖的事情，但至

少現在我們可以安靜的生活，開始重建我們的日子，開始找

個地方住，以及學習希伯來語。再次感謝 ICEJ的禮物，對我

們很有幫助，因為女孩們很快就會需要夏天的鞋子，現在我

們可以拿這些禮品券去買鞋子了。「Spasiba」（註：俄羅斯

語的「謝謝」）！」伊琳娜表示。 

 



 

 
 
ICEJ 慈惠工作團隊最近還拜訪耶路撒冷一家旅店，許多烏克

蘭家庭住在那間酒店。在那裡，ICEJ向 47名開心的孩子發送

了玩具和遊戲禮物。 

 
「當我們帶著袋子進入飯店大廳時，孩子們興奮的圍著我們

跳舞，跟著我們到可以發送禮物的空間。孩子們耐心的等待

收到禮物，但我們仍能從他們的臉上看見戰爭所帶來的創

傷。」珍妮說。 

 
在場的成人是一些母親和祖母，因為大多數男人都留在烏克

蘭。珍妮向大家表示 ICEJ的禮物是來自於世界各地愛他們與

支持他們的基督徒所贈送的。 



 

「我們正在祈禱並希望戰爭能盡快結束，讓你們與你們的丈

夫和父親再次團聚，並希望你們都能在以色列這塊土地生活

下去。」珍妮分享道。 

 
孩子們迫不及待的打開禮物，接著立刻開始玩球和洋娃娃。

孩子們把彩色鉛筆緊緊抱在胸前，彷彿擁抱著這些盒子一樣，

相信很快地他們也會用的到這些鉛筆。 

 
「一些孩子來找我，對我說：『Spasiba』（註：俄羅斯語的

「謝謝」）和『Toda Raba』（註：希伯來語的「非常謝謝你」），

用他們學到的幾個希伯來語單詞向我道謝。這些孩子失去所

有來到以色列，甚至包括他們的父親，而我們卻為他們臉上

帶來笑容，真是太高興了。」珍妮分享著。唯有透過您慷慨

的捐助，ICEJ 才能幫助這些失去原本生活中的一切（包括他

們的丈夫和父親），來到以色列的烏克蘭猶太單親媽媽與她

們的家人，讓他們的臉上重新綻放笑容。感謝您支持我們在

緊急的烏克蘭阿利亞回歸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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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46:9 

耶和華保護寄居的，扶持孤兒和寡婦，卻使惡人的道路彎曲。 



 

羅馬書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

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禱告 

求神繼續透過 ICEJ祝福來自烏克蘭的猶太移民，當這些母親

們隻身帶著孩子來到以色列開始新生活時，願神保護並扶持

他們，並賜給他們喜樂與平安，使他們在以色列大有盼望。 

 

  



 

烏克蘭衝突對以色列的影響 
 

 
 
退役的以色列國防軍准將阿米爾．阿維維（Amir Avivi）在以

色列軍隊服役三十多年，升任高級職位。今天他領導著以色

列國防和安全論壇（Israel Defense and Security Forum），這

是個由一千多名退伍軍人和警察組成的運動，旨在塑造以色

列的國家安全議會。在最近 ICEJ每週的網絡研討會上，我們

向他詢問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對以色列的影響和影響，以下是

那次採訪的摘錄。 

 
ICEJ 網絡研討會主持人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請

問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襲擊對以色列有什麼影響？ 

 



 

阿米爾．阿維維准將：「我們正看見一個國家放棄最重要的

資產，轉而依賴國際社會時會發生什麼事，就像烏克蘭在

1994年放棄其核能，以換取他們不會受到攻擊的承諾，看看

現在發生的事，當烏克蘭遭受襲擊，卻沒有人保衛他們⋯⋯
我們在以色列也是一樣的，當世界列強來到以色列並說：『放

棄你最重要的資產，像是約旦河谷（Jordan）、聖經帶（Bible 

Belt）、猶太（Judea）和撒瑪利亞（Samaria）。放心，我們

會照顧好你的。』我們知道唯一能保衛以色列的國家就是以

色列自己，我們不能依賴任何人……。」 

 
這其實對以色列來說是有一些好處的。首先，儘管這場戰爭

具有毀滅性，但以色列現在正在從烏克蘭和俄羅斯接收大量

的猶太移民……另一件事是歐洲和北約（NATO）看到龐大的

俄羅斯軍隊進軍烏克蘭時感到十分震驚，現在他們需要更好

的軍事能力，只是我們了解到，德國現在只有五十輛坦克在

服役。所以這些國家都轉向以色列尋求幫助……如果你還記

得，不久前我們和波蘭因著大屠殺的言論發生了矛盾，現在

言論危機解除了，為什麼？因為他們需要我們。我們與瑞典

曾有很多問題，他們對以色列並不友善，但現在他們與以色

列簽署巨額的防禦協定……歐洲有 40%的天然氣進口需要仰

賴俄羅斯，但由於對俄的經濟制裁，他們需要一個替代解決

方案，於是歐洲向以色列尋求天然氣出口……。 

 
大衛．帕森斯：你已經看見到這些烏克蘭的城市發生了什麼

事，就像阿勒坡戰爭一樣（Aleppo 2.0.，註：敘利亞戰爭），

你相信伊朗一直想對以色列的城市做同樣的事嗎？ 

 



 

阿米爾．阿維維准將：首先，俄羅斯人希望能將頓巴斯

（Donbas）地區連接到克里米亞（Crimea）半島，並控制黑

海（Black Sea）……所以，俄羅斯人肯定想要這些地方，他

們透過猛烈砲擊來進行種族屠殺清洗……。 

 
大衛．帕森斯：所以，我們可以認為他們人性化的開放人道

走廊，其實是讓人們離開，但不讓人民再回來嗎？ 

 
阿米爾．阿維維准將：當然！⋯⋯但伊朗想把以色列從地球
上抹去。他們重複地說，他們願意犧牲自己的經濟來建立強

大力量，為的是對抗以色列。從這個意義來看，我們不能坐

等這種情況發生，我們需要積極主動…… 

 
大衛．帕森斯：以色列政府現在正處在進退兩難走綱索的狀

態，要維持與俄羅斯的關係，因為俄羅斯可能在該地區造成

許多破壞，然而以色列同時向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卻

沒有給予武器。你會做不一樣的決定嗎？ 

 
阿米爾．阿維維准將：不會，我認為政府已經做了他們可以

做和應該做的事情了。烏克蘭從北約和美國獲得了足夠的武

器。他們不需要以色列的武器，而且我們不能真的給他們武

器，因為我們不能與俄羅斯發生戰爭。因此，以色列現在必

須非常小心。我們對烏克蘭的處境深表同情，但也不能做過

多。我們必須記住，我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伊朗，它有二十

五萬到三十萬枚火箭、飛彈和無人機，這些武器都指向以色

列。伊朗甚至渴望擁有核武，作為他們攻擊行動的保護傘。 

 



 

文章出處：ICEJ專文 

文章日期：2022/03/24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91:1 

住在至高者隱密處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蔭下。 

 
詩篇 121:4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 

 
禱告 

禱告神保守以色列的邊境，也使以色列真知道以色列的神是

他們的磐石和保護，也求神賜下智慧給以色列，使以色列知

道如何幫助烏克蘭。 

 

  



 

ICEJ和大屠殺紀念館攜手共創美好未來 
 

 
 
親愛的朋友們，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很榮幸成為世上最具意義的大屠

殺紀念館「Yad Vashem」的基督徒合作夥伴。以色列議會正

式委託此受人尊敬的機構來紀念在納粹種族滅絕中喪生的

六百萬名猶太人。 

 
我們的合作夥伴關係從 2004年開始，來自於一個請求，為的

是幫助大屠殺紀念館與全球不斷增長的福音派社群建立更

緊密的聯繫。由於大屠殺紀念館受政府的監督，所以這具有

歷史性的請求必須獲得政府的批准，以色列總統和總理都很

歡迎與 ICEJ合作，在大屠殺紀念館中設置一個「基督徒平台」



 

的想法；讓我們一起為更光明的未來努力，確保大屠殺事件

「永不再發生」（Never Again）。 

 
大屠殺紀念館的使命既神聖又廣闊，它包括努力為後代保存

大屠殺倖存者的記憶，以及紀念那些冒著巨大風險幫助將猶

太人從納粹種族滅絕中解救出來的非猶太人。我們很高興能

分享大屠殺紀念館目前正在進行的兩項舉措，以及您可以如

何參與其中。 

 
收集大屠殺倖存者的自白 

 
直到現在依然有許多大屠殺倖存者還未講述他們的經歷，然

而他們的人數正在迅速減少，因此我們正在與時間賽跑，蒐

集、記錄和保存他們的人生故事。大屠殺紀念館發起一個特

殊項目來完成這項任務，在大屠殺紀念館檔案庫中，為後世

記錄與保存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詞，需要花費約 1,400美元（台

幣約 41,325元），當您支持這特殊項目時，大屠殺紀念館會

贈與您一份精美的證書，以表示您為此項目的付出。 

 
尊榮「國際義人」（Righteous Among the Nations） 

 
大屠殺紀念館是唯一尊榮並承認在大屠殺期間曾有「非猶太

人」幫助拯救、隱藏和救援過猶太人的機構。 

 



 

 
為了紀念這些無私的救援者，大屠殺紀念館授予他們「國際

義人」的稱號，並在耶路撒冷的赫茨爾山（Mt Herzl）種植大

約兩千棵樹，以表揚他們的道德和勇氣。您還可以成為以他

們的名義所種植的樹木之監護人，來協助保護他們的樹木遺

產，該項目每年只需 365 美元，您將獲得： 

 
*寫上您名字的國際義人證書 

*一則國際義人的故事 

*樹本身的照片 

 
請與我們一起支持這項具有意義的行動，使我們確保大屠殺

事件「永不再發生」！ 

 

為猶太大屠殺倖存者奉獻 

https://p.ecpay.com.tw/96A19 
 

https://p.ecpay.com.tw/96A19


 

來自耶路撒冷的祝福 

 

 
 
猶根．布勒博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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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10:7 

義人的紀念被稱讚；惡人的名字必朽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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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透過 ICEJ繼續協助大屠殺紀念館，將大屠殺的歷史保存

與傳遞出去，使未來不再發生迫害猶太人的事件，也求神紀

念過去至今幫助與保護猶太人的人們，願神紀念他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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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