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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外交部在一月初發佈一份報告，警告 2022 年可能是

以色列正式被貼上「種族隔離國家」標籤的一年。不幸的是

他們的預測的確有有先見之明，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本週發表的一項研究得出結論，以色列確實維

持著種族隔離制度，以統治與鎮壓 1967年前綠線（Green Line）

劃定兩邊的「巴勒斯坦人」。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引發了以

色列及其全球盟友的猛烈批評。但這自封的人權運動大法官、

無能的主流媒體以及腐敗的聯合國（United Nations）都在盡

他們的一份力量，不公平的將這個孤零零的猶太國家當作

「種族隔離政權」，並進行前所未有的審查和不公正的譴責，

總體而言相當於現代版對以色列的宗教審判。  

 
讓「種族隔離」的指控更加嚴重的是，國際社會在四年前將

其重新定義為犯罪，這代表著「種族隔離」應該被視為戰爭

罪或反人類罪。 

 
當法律發生變化時，國際特赦組織立即指派一個研究小組開

始調查以色列的種族隔離罪行。其結果是新發佈的一份 278

頁的報告，研究報告題目為「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種族隔

離：殘酷的統治制度和反人類罪」，該報告聲稱「表明以色

列當局對以色列國和以色列佔領的巴勒斯坦國領土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ies）上的巴勒斯坦百姓與難民

實行統治和壓迫制度。所實施的法律、政策和制度實踐都致

力於驅逐、分割和剝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財產，並剝奪巴

勒斯坦人的人權。我們的結論是，這種待遇相當於一種制度

化的壓迫和統治，根據國際法，這被定義為種族隔離。」 

 



 

從何開始回應這種道貌岸然的說法？ 

 
最令人震驚的破綻之一是，國際特赦組織將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統治地區的所有阿拉伯人都認定為「巴勒斯坦人」，然後

聲稱以色列對他們實行種族隔離。這本身就暴露了這份報告

背後的政治偏見。 

 
國際特赦組織還指出以色列是在罪惡中誕生的，因為它在

1948年被創建為一個「猶太國家」，並從那時起一直採取措

施來維持猶太人的多數地位。這完全忽略了一個事實，即聯

合國本身批准了一項分治計劃（Partition plan），在當時英國

撤出的巴勒斯坦託管地（Mandate Palestine）內，同時建立一

個猶太人為主的國家，和另一個阿拉伯人為主的國家。  

 
針對該報告的許多批評者指責國際特赦組織為「反猶主義」，

因為它實際剝奪了猶太人建立自己國家的權利。國際特赦組

織的回應是，它在理論上支持猶太人建國的權利，但隨後試

圖將以色列維持其猶太多數地位的任何措施視為犯罪，而以

色列採取的這些措施正是許多其他國家為了維持自己本土

民族身份而採取的同樣行動。 

 
對國際特赦組織報告一個有力回應來自於約瑟夫．哈達德

（Yoseph Haddad,），他是一名來自拿撒勒（Nazareth）的以

色列阿拉伯基督徒，自願在以色列軍隊服役，在 2006年第二

次黎巴嫩戰爭（Second Lebanon War）中受傷。現在他是 i24

新聞（i24 News）的一名記者，也是名提倡猶太人與阿拉伯人

共存的倡導者。哈達德在《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上寫道，他質疑國際特赦組織為什麼會將他和其他以

色列阿拉伯人定義為「巴勒斯坦人」，從而剝奪他們的以色

列身份。他列舉最近幾項民意調查，這些調查顯示，絕大多

數以色列阿拉伯人對自己在以色列民主中作為平等公民的

地位感到滿意，甚至非常滿意，他們寧願住在這裡，也不願

住在任何其他國家。  

 
「我生來就是以色列人，我將會繼續作為一名以色列人生活

下去。」哈達德堅持說。「我有權享有與任何以色列公民同

等的權利。我曾是以色列國防軍的一名士兵，保護以色列北

部地區免受真主黨（Hezbolla）的恐怖飛彈攻擊，那裡住的大

多是以色列阿拉伯社區的居民⋯⋯不僅如此，我還曾是數十
名猶太士兵的指揮官。什麼樣的『種族隔離』政策會允許阿

拉伯人向猶太人發號施令？這樣的種族隔離根本不存在。」 

 
「至於巴勒斯坦人，佔領的現狀是有問題的，但它仍然不是

基於種族歧視，而是基於國家主義的衝突。」哈達德補充說。

「以色列早已證明他們是希望結束這場衝突的，因為在巴勒

斯坦人拒絕之前，以色列已經多次提出慷慨的和平解決方案。

如果以色列與阿拉伯人有種族問題，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與摩

洛哥（Morocco）、阿聯酋（UAE）、埃及（Egypt）、約旦（Jordan）

和巴林（Bahrain）建立和平關係？為什麼有那麼多阿拉伯人

是以色列政府官員，並能做出影響每一個以色列人的決定？

為什麼會有阿拉伯法官在法庭上決定以色列公民的命運？」 

 
對國際特赦組織研究的其他評估已經確定： 

 



 

1、扭曲或無視以色列建國的歷史背景，不僅包括聯合國第

181 號決議（分治計劃），還包括隨之而來阿拉伯入侵以色

列這個羽翼未豐的國家，阿拉伯世界驅逐八十多萬猶太人，

以及當時被困在歐洲各地流離失所的二十五萬大屠殺難民

的悲慘處境。 

 
2、扭曲或無視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享有的平等權利。 

 
3、援引以色列對失去猶太多數人口的擔憂，但忽視了以色列

的合法安全擔憂，尤其是在其防禦巴勒斯坦恐怖主義持續威

脅的措施方面。 

 
4、參與研究的是國際特赦組織僱用具有偏見的研究人員，他

們中的許多人之前對猶太人和以色列表現出偏見，比如充當

反對以色列國防軍的「人肉盾牌」，支持 BDS（指的是「抵

制、撤資、制裁」，全稱為「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Movement」），或者表達他們希望以色列消失的願望。  

 
也很難否認這份報告可能有金錢的角度。大多數人權組織的

重點越來越多的轉向批評西方民主國家，因為它們是「軟目

標」（soft target，註：指的是容易摧毀的目標），這使人權

組織容易找到資助方。國際特赦組織顯然是有罪的，只要點

擊他們的「以色列等於種族隔離的在線報告」連結，就會彈

出一個捐款箱。當我發現這是如此嚴厲的指控，竟認為整個

國家都是犯罪集團並需要被摧毀時，我感到十分震驚！  

 



 

到目前為止，因爲主流媒體幾乎沒有對國際特赦組織、其動

機、方法和研究人員進行仔細審查; 因此當本週國際特赦組

織領導人出席由以色列時報在耶路撒冷舉辦的新聞發佈會，

公佈他們關於以色列的報導，這讓《以色列時報》（Times of 

Israel）感到榮幸。在事後的單獨採訪中，國際特赦組織試圖

解釋為什麼他們在 2017年種族隔離被宣佈為國際戰爭罪時，

反而轉向選擇調查以色列。當然，他們也在調查緬甸

（Myanmar）對羅興亞（Rohingya）人的公然歧視和鎮壓，但

土耳其和庫德人（Kurds）的嚴厲對待又如何呢？這些都是開

了又關且還沒解決的例子⋯⋯。 

 
他們的回答是，他們優先考慮那些更容易獲得資訊、更有可

能實現變革的國家。換句話說，土耳其是封閉的專制政權，

不容易獲得變革，而以色列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國際特赦組

織已經與數百名當地反以色列的人權活動人士和團體有過

接觸，他們得到歐洲政府和其他外部來源的大量資金。一旦

這份報告完成，它將成為另一根火柴，為包圍以色列且已經

肆虐的大火，再度火上澆油，試圖抹殺以色列存在的理由。 

 
請記住，這份報告發表之際，至少有三個聯合國論壇正在進

行調查，以指控以色列「種族隔離」和其他可能的戰爭罪行。

這包括： 

 
1、位於海牙（Den Haag）的國際刑事法院（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在前首席檢察官法圖．本蘇達（Fatou Bensouda）

的領導下，對以色列 2014 年加薩衝突期間和之後的行為展

開了正式的刑事調查。 



 

2、聯合國人權理事會（UN Human Rights Council）在去年 5

月加薩飛彈戰後成立了一個針對以色列的常設調查委員會，

該委員會有一項不限成員名額的任務，調查以色列對巴勒斯

坦人的任何侵犯人權行為。 

 
3、聯合國人權事務消除種族歧視高級專員委員會（CERD）正

在審查巴勒斯坦權力機構 2018 年提交的一份針對以色列的

投訴，其中包括「種族隔離」指控。 

 
綜上所述，人權運動的左派機構、毫無希望的低效力又帶有

偏見的媒體、聯合國無意識的「地平說社會」（Flat Earth Society）

以及其他許多人已經聯合起來，對這個世界上唯一的猶太國

家發起了一場現代的宗教審查，「種族隔離」罪是實現他們

消滅以色列目標的新潮方式。毫無疑問，以色列透過《亞伯

拉罕協定》（Abraham Accords）與阿拉伯世界的外交突破讓

巴勒斯坦權力機構及其全球支援者網路感到不安，他們現在

正在加倍努力，加緊透過種族隔離運動來反以色列。那些自

以為是的國際特赦組織官員，本週在耶路撒冷提出對猶太國

家和人民的指控時，可能沒有穿深紅色長袍和主教高帽，但

他們應該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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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2/04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8:10 

任憑你們同謀，終歸無有；任憑你們言定，終不成立；因

為神與我們同在。 

 
詩篇 121:4-5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耶

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禱告 

願神使一切謀害要滅除以色列的計謀都歸於無效，因為保護

以色列的耶和華神不打盹也不休息。 

 

  



 

一個前所未有合一的節期盛宴 
 
一年三次，主命令祂的子民上耶路撒冷參加三個主要朝聖的

節日，逾越節（Pesach）、五旬節（Shavuot）與住棚節（Succot）。

聖經稱之為「耶和華的節期」（Feasts of the Lord），意思為

這是神所指示的節日，神期待祂的子民遵守（利未記 23:1）。 

根據聖經，每個節期都是「指定的時間」（希伯來文 mo'ed）。

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當神決定以一種特殊方式與祂的子民見

面時，便將節期註記在屬天的日曆上。而在這三個節期之中，

住棚節被認為是最盛大的。 

 
幾世紀以來，基督徒在復活節和五旬節慶祝了前兩個節期。

但在大部分的教會歷史中一直都未慶祝第三個節期「住棚節」

（Succot），甚至住棚節曾一度被天主教宣佈為「異端」。僅

在近幾十年，住棚節才逐漸成為基督教日曆節日的一部分。

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四十

多年來持續舉辦的住棚節慶典。 

 
節期的信息 

 
與其他朝聖的節日一樣，住棚節有兩個主要概念。首先這三

個節期都與以色列農業日曆中的特殊時期相關聯。逾越節是

慶祝「初熟果子」的盛宴（利未記 23:10），五旬節標誌著小

麥和大麥的豐收，而住棚節不僅慶祝葡萄、石榴和橄欖的最

後收割季節也是最珍貴的收穫。同時歡慶神在這一整年的信

實和供應。 



 

 
其次每個節期都記念以色列歷史上的一個特定時期。逾越節

是記念以色列民從埃及的奴役中解脫出來。五旬節，講述了

神在火中降於西奈山並頒布十誡。在住棚節期間，以色列民

回顧列祖在曠野流浪四十年，雖住在搖搖欲墜的帳棚裡，卻

經歷了神超自然的供應。 

 
這三個節期都在耶穌基督身上得以實現。復活節尊榮耶穌為

毫無瑕疵的逾越節羔羊。他在墳墓中復活，成為從死裏復活

的「初熟果子」（哥林多前書 15:20）。然後在五旬節，神的

靈如火降在耶穌的門徒身上，將祂的律法寫在他們的心版上。

首次收割便有三千個靈魂歸主，如同後來無以計數的人一樣

進入了神的國。 

 
最後住棚節慶祝的是一年中最後和最寶貴的收穫。毫無疑問

地現今我們正經歷教會歷史上最大的靈魂收割。天國的福音

被宣揚在各個國家，並且盡最大的努力將耶穌基督的福音傳

到各族與各方。 

 
下一個要實現的應許是以住棚節的主要特徵為中心，也就是

「帳幕」。 

 
棚屋 

 



 

 
 
對於大多數人而言，住棚節的主要象徵是建造棚屋或帳幕

（希伯來文 succah）。這是上帝所吩咐的：「你們要住在棚

裡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裡」（利未記 23:42） 

 
每年看到以色列各地的猶太家庭在他們的門廊或花園裡建

造棚屋（succahs）總是令人著迷。神命令祂的子民一整週住

在這脆弱的棚屋裏，好重溫曠野的經歷。棚屋的牆如薄膜般

的脆弱，屋頂幾乎沒有樹枝遮蔽。拉比說要能在夜間透過屋

頂看到星星。在這臨時搭建的帳棚裡，全家人要在裡面吃飯、

學習甚至睡覺。 

 
重拾沙漠的經歷有助於提醒大家，儘管我們繁榮富足，但依

舊生活在一個脆弱的世界，仍然需要倚靠神來扶持我們。保

羅提及這持久的真理，即關乎我們仍住在地上的帳棚：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神所造，

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們在這帳棚裡歎息，

深想得那從天上來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哥林多後書

5:1-2） 

 
過去兩年的全球疫情和現在烏克蘭的殘酷戰爭提醒我們所

有人，生命是多麼脆弱。即使是基督徒也被這些事件所震撼，

並經常想知道神在哪裡？然而保羅說當我們經歷自己的軟

弱無助和感到「四面受敵⋯⋯和困惑」時，我們無須絕望（哥

林多後書 4:8）；這乃是住在基督裡信徒的日常。這不該壓垮

我們，反倒是藉此讓我們更接近神。 

 
只有當基督再來時，我們才能在新的復活身體中得到完全的

救贖。但在那之前，我們仍在歎息。（哥林多後書 5:2），如

同亞伯拉罕等候的那座城，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希伯

來書 11:10） 

 
四個樹種 

 
神的話將建造棚屋（succah）的命令與另一個神聖的命令結

合起來：「第一日要拿美好樹上的果子和棕樹上的枝子，與

茂密樹的枝條並河旁的柳枝，在耶和華─你們的 神面前歡

樂七日。」（利未記 23:40） 

 
以色列從地中海地區常見的樹木中提取四個樹種。棕櫚樹、

柳樹、茂密樹的樹枝共同構成了所謂的「盧拉夫」（希伯來

文 lulav），也在其中加入「壯麗的樹」（希伯來文 etz hadar）



 

的果實；從馬加比（Maccabees）時代以來，指著就是一種稱

為香櫞（希伯來文 etrog） 的柑橘類水果。當猶太人購買香

櫞時，總是細心檢查是否存有任何瑕疵。一顆完美的香櫞可

以賣出好價錢。這四種植物被用於猶太人在住棚節期間的每

日祈禱中，並朝著地球四個角落的方向揮舞，承認神對全世

界的王權。 

 

 
 
根據拉比的說法，這四個樹種代表以色列人民中的許多性格

類型以及豐富的曠野經歷。棕櫚樹是穿越山谷和平原的漂泊，

茂密樹木是山頂上的灌木叢，柳樹代表上帝提供的小溪，壯



 

麗的樹則是對應許地之果實的希望。因此這些樹種代表整個

民族所具有的不同特徵和經歷。 

 
根據可追溯到第二聖殿時代的撒都該人的傳統，這些樹枝也

用於建造棚屋。尼希米以那時代背景記載了這些樹種： 

 
「並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傳報告說：你們當上山，將橄欖

樹、野橄欖樹、番石榴樹、棕樹，和各樣茂密樹的枝子取來，

照著所寫的搭棚。」（尼希米記 8:15） 

 

 
 
對於尼希米而言，這些樹種是搭棚屋的材料。但對照這些樹

種，其中的主要差異乃是尼希米提到的是橄欖樹而不是「壯



 

麗的樹」（etz hadar）。猶太百科全書解釋像香櫞這樣的柑

橘樹最初來自印度，在從巴比倫流放歸來後才被引入以色列。

古代的「壯麗的樹」是否被理解為橄欖樹？我們無法確定，

但撒迦利亞書第四章的經文提到從兩棵橄欖樹中流出「金油」

的輝煌。而尼希米號召百姓帶著栽培的和野生的橄欖枝，以

便「照著經上所寫的搭棚」。 

 
野生的與高貴的橄欖 

 

 
 
令人值得注意的是，尼希米記的這段經文是整本聖經除了羅

馬書 11章以外，唯一提到野生和天然（或栽培）橄欖樹的經

文。英文標準版（ESV）將此處翻譯為「野生的和高貴的」橄

欖，與一些主要的聖經註釋一致。保羅在羅馬書 11 章中指

明這兩個枝子代表神的家，由猶太人（天然或高貴的橄欖樹）

和外邦人（野橄欖枝）組成。保羅看到野橄欖枝被嫁接到高



 

貴的樹上，兩者因相信猶太彌賽亞耶穌而聯合。兩者共享著

從以色列高貴的樹（壯麗的樹）中流出的滋養汁液。在羅馬

書 9:1-5中，保羅解釋包括「兒子的名分、榮耀、諸約、律法、

禮儀、應許都是他們的；按肉體說，基督也是從他們出來的。」

因此保羅指示外邦教會要對猶太人心存感激，並用我們的實

質禮物來回報祝福他們（羅馬書 15:27）。 

 
早在尼希米時代，當神恢復耶路撒冷和聖殿時，這兩個枝條

「野生的和高貴的橄欖樹」似乎預言我們這時代將要發生的

事。如同尼希米時代看到耶路撒冷得已重建，一個神的全球

性聖殿正由「活石」建造而出，即來自各族各國的信徒聯合

一起被建造成為靈宮（彼得前書 2:5）。 保羅將猶太人和外

邦人兩下合為一的體實視為「奧秘」，被隱藏於過去的時代，

而今通過聖使徒和先知揭示出來（以弗所書 3:5-10）。這「新

人」（以弗所書 2:15）因耶穌基督贖罪的血結合，成為「神

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以弗所書 2:22） 

 
先知撒迦利亞在異象中看到兩棵橄欖樹將它們的枝子和油

伸向金燈台。主對先知說：「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

乃是倚靠我的靈。」然後撒迦利亞在這異象中看到神如何將

頂石，就是那完成大工的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

說：『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殿：或譯石）！』」（撒迦利

亞書 4:1-7） 

 
在所羅門的時代，聖殿是在住棚節期間完工（列王記下 8:1ff）。

因此撒迦利亞看到外邦人也來到耶路撒冷與以色列民一同

慶祝住棚節就不足為奇了（撒迦利亞書 14:16）。 



 

我相信神為何要為教會恢復住棚節，這其中有個極大的預言

性目的。我們正生活在神為祂的聖殿安放頂石（capstone）的

時代。神正在預備祂的新娘，包括這兩個天然的和野生的橄

欖枝，將藉由聖靈更新的澆灌並以恩典厚賜祂子民而得以完

成。 

 
「大和撒那日」（Hoshana Raba，也稱為大祈禱日） 

 
我們還可從這四個樹種中學到功課：在耶路撒冷的聖殿裡，

祭司每天揮舞手中的樹種環繞著祭壇祈禱，並用詩篇宣告：

「耶和華啊，求你拯救！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亨通！」（詩

篇 118:25） 

 
住棚節的最後一天，「大和撒那日」（hoshana 的意思是『請

拯救我們』）祭司不僅繞行祭壇一次，乃是七次。禱告的內

容是祈求祝福、祈求雨水、祈求神滿溢的供應。耶利哥之戰

的重演乃是為個人的生活、家庭、國家求得突破。 

 
過去四十年來，我們確實見證了這點！聽到在住棚節期間許

多關於個人突破和尋求特別祝福的祈求蒙應允的見證。住棚

節的朝聖者被呼召進入事工，有的在財務上得以突破，有的

從疾病中痊癒。教會的復興在不同的國家被點燃，議員參與

公共服務，不孕婦女得以生育，而這些只是我們從參加住棚

節盛宴的人那裏聽到的部分見證。 

 



 

住棚節所唱的朝聖詩篇其中一首宣告：「看哪，弟兄和睦同

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詩篇 133:1）詩人還加上神所

釋放的恩膏「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就是永遠的生命。」 

 
我們已多次看到，當彌賽亞的同一身體聚集在一起，懇求「主

啊，拯救我們」時，神以令人驚訝的方式應允並確認住棚節

確實是一個指定與萬王之王見面的時間（希伯來文 mo'ed）。

在祂沒有難成的事！ 

 
從許多層面來看，住棚節已成為全世界猶太人和外邦人的住

棚節。我們在耶穌裡的合一成為神降下突破的催化劑。我祈

禱您今年能加入我們，親身體驗住棚節的澆灌！ 

 
文章出處：ICEJ總裁猶根．布勒博士（Jürgen Bühler） 

文章日期：2022/04/1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撒迦利亞書 14:16-18 

所有來攻擊耶路撒冷列國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來敬拜大君

王─萬軍之耶和華，並守住棚節。地上萬族中，凡不上耶路

撒冷敬拜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的，必無雨降在他們的地上。

埃及族若不上來，雨也不降在他們的地上；凡不上來守住棚

節的列國人，耶和華也必用這災攻擊他們。 

 
 



 

詩篇 133:1-3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重

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

黑門的甘露降在錫安山，因為在那裡有耶和華所命定的福，

就是永遠的生命。 

 
禱告 

感謝神四十年來帶領 ICEJ領受並持守這異象。願神澆灌新鮮

恩膏和謀略，使用 ICEJ在疫情之下仍能為主預備道路，使全

球的猶太人和各國各族群享受耶和華節期的盛宴，得著命定

的福，並與神同在的喜樂。 

 

  



 

一個「刻骨銘心」的日子！ 
 
來自 ICEJ海法之家的大屠殺倖存者向以色列講述了她的故事。 

 

 
 
1 月 27 日，世界迎來了國際大屠殺紀念日，這是聯合國在

2005年設立的年度紀念日，以勞記納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對猶太人和其他目標群體的暴行。 

 
在 1945年 1月 27日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amp）解

放的週年日，是一個反思和教育全球社會的日子，希望當時

發生的恐怖事件永遠不會再次發生！  

 
為了紀念這個日子，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在以色

列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的紀念大廳舉行了一個特別

的獻花圈的儀式，並與打擊反猶主義的專家一起舉辦了一場

內容豐富的線上討論。 

 



 

 
 
與此同時，1月 27日這天，ICEJ在海法的大屠殺倖存者之家

舉行了一個小型的室內儀式，以色列議會議員和當地政要一

起出席。93歲的大屠殺倖存者，現為海法之家居民的茱迪思· 

赫什科維茨（Judith Hershkovitz）與未來黨（Yesh Atid party）

的英巴爾．貝澤克（Inbar Bezek）議員分享了她的經歷。茱迪

思故事的全像攝影圖（hologram）在海法之家博物館的一個

房間裡放映，該博物館是 ICEJ大屠殺倖存者之家開放的一部

分。看著牆上的一張全家福照片，茱迪思指著照片上的自己，

悲痛的說道，她整個家庭的其他親人都在戰爭中喪生了。 

 



 

 
 
此外，以色列為緬懷這一天，還將大屠殺倖存者的故事投射

到全國各地的標誌性建築上。隨著大屠殺倖存者的人數逐年

減少，在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和其他慈善夥伴的合作下，

一個名為「永遠活著」（Live Forever）的社會非營利專案已

經啟動，以保存大屠殺倖存者的記憶，使他們來分享自己的

經歷，讓後代銘記於心。 

 
茱迪思個人事蹟的影像被傳送到耶路撒冷舊城的巨大牆壁

上，以及特拉維夫、貝爾謝巴（Beersheva）、何茲利亞（Herzliya）

和海法的其他建築物上。她還接受了媒體的採訪，在幾個以

色列新聞頻道上說出她的經歷。  

 
茱迪思來自一個七人家庭，他們生活在匈牙利（Hungary）的

蒂薩達達（Tisodada），她的祖母也與他們全家住在一起，她



 

父親是擁有一家商店的商人，而母親則是家庭主婦，平時也

會幫商店的忙。 

 
1944 年，德國人入侵匈牙利，年僅 11 歲的茱迪絲的童年被

奪走了。  

 
「直到 1944年，我們都待在自己家裡，某種程度來講生活還

可以忍受。」茱迪思回憶說。「然後悲劇開始了。所有猶太

人都被迫聚集在猶太會堂裡。我們被允許帶一個手提箱，接

著就被關進猶太區，失去了我們的家、商店和一切。當德國

人闖進家裡時，我們被強迫把珠寶和所有東西都交給他們。」 

 
「大約兩週後，我們被帶到了火車站，目的地是奧斯威辛。

前往奧斯威辛的旅程非常恐怖，我無法描述。三天後，我們

到達了奧斯威辛，被分成了男女兩組。我的姐姐當時 12歲，

她和祖母一起被帶走，我再也沒有見到她們當中任何一個人

活著。」茱迪思回憶說。  

 
「我被帶到了德國一家工廠做工，那也是個非常糟糕的經歷。

沒有食物，不透風，也沒有水。」茱迪思繼續說道。  

 
茱迪思在這段時間裡工作的非常艱苦，從早上六點到晚上六

點，由於沒有食物可吃，她一直處於飢餓狀態，也沒有什麼

溫暖的衣服來保護她抵擋寒冬的侵襲。在德國的這段時間裡，

她聽到一個消息就是她其他家人都去世了。  

 
「我是家中唯一存活的人，我心中明瞭。」茱迪思說。 



 

戰爭結束後，茱迪思不得不徒步進行三週的漫長旅程，之後

俄國人釋放了她，並將她送往一家德國醫院，她在那裡待了

大約一年。 

 
「那裡有一個非常好的護士，她是德國人。多虧了她，我才

得以痊癒。 她對待我就像對待自己的女兒一樣。」茱迪思回

憶說。  

 
1946年 12月，茱迪思移民到以色列，並融入以色列的生活。

她最終被徵召入伍，並遇到了她的丈夫，結了婚，有了兩個

孩子。但她丈夫和女兒後來都去世了，而她的兒子現在住在

另一個國家。  

 
因此，現在她獨自一人待在以色列，茱迪思非常感謝海法之

家給予她的愛與支援。自 2013 年 5 月以來，她一直居住在

海法之家。 

 

 
 
大屠殺倖存者沙洛姆．斯塔姆柏格（Shalom Stamberg）的故

事也被播放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其他城市的牆上，沙洛姆和

他的妻子塞爾達（Zelda）幾乎每天都會拜訪海法之家，雖然

他們還不是海法之家的住戶，但他們得到了與住戶一樣的待



 

遇和照顧。沙洛姆和塞爾達計劃搬入海法之家，但不幸的是，

沙洛姆在搬入海法之家前去世了，而澤爾達在沙洛姆去世 30

天後搬進去。  

 
沙洛姆是華沙猶太人區僅存的倖存者之一，也是在五個集中

營中倖存下來的人。 

 

 
 
根據勞動和社會事務部（Labor and Social Affairs Ministry）一

月份發佈的一份報告，世界上剩餘的大多數大屠殺倖存者現

今生活在以色列，人數約為 165,800人。  

 
90%以上的大屠殺倖存者年齡在八十歲以上，平均年齡為八

十五歲。 其中有 950名倖存者的年齡超過了一百歲。  

 
在其他調查結果中，60%的倖存者是女性。 



 

大約 64%的倖存者出生在歐洲，36%的人來自摩洛哥

（Morocco）和阿爾及利亞（Algeria）等北非國家。少數人來

自伊拉克（Iraq）、突尼西亞（Tunisia）和利比亞（Libya），

這些地區的猶太人在納粹煽動的種族法下受盡折磨。  

 
目前有整整 25%的人生活在貧困中，30%的人則獨自居住。  

 
自 1940年代末和 1950年代初以來，以色列大多數大屠殺倖

存者一直住在這裡，三分之一的人則是在 1990 年代從前蘇

聯來到以色列。  

 
ICEJ 的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是一個充滿愛的環境，居民可

以有尊嚴和輕鬆的度過餘生，知道他們所有的需求都被充滿

愛心的工作人員所照顧，其中也包括我們敬業的基督徒志工

團隊。  

 
邀請您繼續熱情地支持 ICEJ的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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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40:1 

你們的神說：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馬太福音 5:4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禱告 

求神透過 ICEJ的大屠殺倖存者海法之家，帶給倖存者們愛與

安慰，使他們在充滿愛的溫暖環境中，享受每一天被照護與

關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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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