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耶路撒冷日」

對盧德已今非昔比

202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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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日（5月 29日）是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日」（Jerusalem 

Day）。這通常是歡樂慶祝的時刻，首都的街道兩旁插滿了隨

風飄揚的以色列和耶路撒冷旗幟。而近年來，這日卻也是滿

有張力並充斥著來自以色列敵人的威脅。 

 
隨著耶路撒冷日的臨近，空氣中瀰漫著一種緊張不安的氣氛，

安全部隊處於高度戒備狀態。去年的這一天，哈馬斯（Hamas）

從加薩向耶路撒冷發射導彈，引發為期十一天的飛彈戰。暴

力蔓延到了以色列，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衝突在幾個主

要城市的街道上爆發。在本-古里安機場附近的盧德（Lod）

社區「拉馬特－埃什科爾」（Ramat Eshkol），幾十年來一直

毗鄰而居的猶太人和阿拉伯居民，開始各自結群在街上互相

攻擊。 

 
拉馬特－埃什科爾的社區中心於 2012 年開始服務以阿拉

伯人、宗教猶太人士和衣索比亞猶太移民組成的混合社區。

不幸的是，貧窮與藥物濫用的普遍，加上暴力犯罪的肆虐在

那裡已司空見慣。然而，社區中心是一處提供友好氛圍的場

所，使人們相聚一起參與鼓舞人心的活動。 

 
直到 2018 年，經常出入社區中心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一直

不互相來往；猶太人使用上層樓，而阿拉伯人使用下層樓。

協調員工的督導之間沒有聯繫，團隊都有各自的社區主管。

然而，隨著社區開始進行協調與合作，此地發生了轉變。 

 



 

 
 
ICEJ慈惠事工和回歸部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最

近訪問了盧德的社區中心，並自當地領袖得知，這小鎮被認

為是僅次於耶路撒冷，以色列最複雜的城市之一。 

 
阿拉伯社區主任薔納蒂（Chanadi）分享她開始要與猶太同行

合作的難度。起初，她完全反對共享中心的公共空間和團隊

整合的想法。當被要求解釋「為何不願意？」時，她思考了

兩個月後才同意一起推進。 

 
「當時有很多的恐懼。我必須排除身份認同和政治的內部議

題，才能來考慮對日常生活實際層面的影響。」薔納蒂解釋

道。 

 



 

蘿可萊（Racheli）是一名在該中心幫助年長猶太居民的猶太

社工。她並非在這混合社區中長大，對此情況她也有所保留。

因此她也花了一些時日來適應在拉馬特－埃什科爾這樣一

個多元文化的環境中生活，可就在她覺得自己已經適應的時

候，麻煩來了。 

 
「突然之間街上發生戰爭，非常可怕。」蘿可萊回憶道。「我

疑惑地自問『我來到了哪裡？』當下充滿了許多混亂。我害

怕重返工作崗位。我愛我的阿拉伯和猶太同事，但在這危機

形勢之後，很難再回到工作崗位以及與阿拉伯的同事交談。」 

 
該中心猶太計劃的副主任哈妲絲（Hadas）也分享她如何在盧

德生活了十二年，並在那裡撫養她的六個孩子。 

 

 
 



 

「人口混合居住是有些特別之處。許多人問我們是否會在此

事發生後離開，但我認為必須把國內發生的事和在盧德所發

生的事分開來看。我們想要的是讓極端份子離開。」哈妲絲

述說。「去年五月真的很艱難，但一直以來我們已和平相處

了很多年……我們必須決定今後要怎麼做才能繼續向前。我

並不害怕待在盧德，讓我氣餒的是周圍那些想要把我們分開

的聲音。」 

 
「我已經習慣這裡的生活，那時的五月真是『隆隆聲響』。」

伊魯代（Iludai）補充說。他是一名衣索比亞猶太人，在盧德

生活了二十年，在社區中心工作，服務著單親父母和兒童。

「我的工作場所被燒毀。當飛彈襲擊警報響起時，我們甚至

無法前往防空洞，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所發生的事。對我而言

非常辛苦，當我離開家去上班時，我的女兒依然感到恐懼。」 

 
由於去年五月所發生的事件使得社區支離破碎並動搖其核

心，然而目前正一點一滴地在重建社區間的信任與團結。 

 
「我們已經開啟父母、孩子和社區中心之間的對話，也已開

始開放共享空間。這是第一次！」協助指導社區工作者開發

「共享空間」計劃的費絲（Faith）說。 

 
計劃的過程包括進行一項社區調查。調查結果表明需要為孩

子們提供一個共享的遊樂區，因此需要進行一些改造和添購

設備。他們還開發了一個用於交換書籍的圖書館，在外面的

遊樂區購買和安裝樂器，並準備自行車區域，以及孩子們可

以享受參與的自行車俱樂部。 



ICEJ 支持社區中心的和解與共存，通過資助翻新外部自行車

區，以利服務新的自行車俱樂部，更換樹蔭下的長椅以及購

買自行車，孩子們可從社區中心借用自行車騎乘。屆時希望

自行車俱樂部的阿拉伯和猶太孩童能夠一起代表盧德參加

比賽。

哈妲絲肯定地說：「捐贈的意義重大，因為它在黑暗之處點

亮了一盞燈。每個人都處於後創傷期。此次捐贈計劃自行打

開所有的可能性，也幫助了阿拉伯人和猶太人，我們不能讓

這個機會消失。」

在這脆弱的社區中仍有許多工作等待著我們去做，薔納蒂夢

想能夠翻修這棟建築物，為成人提供教育機會以及文化和職

業培訓。重要的是讓每個人都有歸屬感，並且能平等地對待。



 

感謝所有為 ICEJ慈惠事工慷慨解囊的基督徒朋友們。通過你

們的捐贈，這個以色列社區的耶路撒冷日與去年相比有了很

大的不同。 

為猶太人貧困家庭奉獻  

https://p.ecpay.com.tw/08B2E58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2/05/31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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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9:9  

如經上所記：「他施捨錢財，賙濟貧窮；他的仁義存到永遠。」 

 
禱告 

感謝神的帶領，讓 ICEJ慈惠事工看見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和解

共存的機會，並能夠參與在其中。我們期盼看到更多以色列

混合社區能彼此接納、建立信任。因為必有神所命定的福賜

下在其中。 

https://p.ecpay.com.tw/08B2E58


 

記念數千名回歸旅途中死去的 
衣索比亞阿利亞 

 

 
以色列總統艾薩克．赫佐格（Isaac Herzog）參與在耶路撒冷

為著過去在回歸以色列途中喪生的衣索比亞猶太人舉行的

年度紀念儀式。（照片來源：Haim Zach/GPO） 

 
週日，以色列記念二十世紀後期那批尋求回歸以色列而喪生

的數千名衣索比亞阿利亞。 

 
數百人參加了在耶路撒冷赫茨爾山（Mount Herzl）舉行的莊

嚴儀式，其中包括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以色列總統艾薩克．赫爾佐格與其他政府官員，

以及逝者家屬和被稱為「凱西姆」（Kesim）的衣索比亞猶太

宗教領袖。 

 
在 1980年代，以色列秘密的從蘇丹（Sudan）難民營撤離了

數千名衣索比亞猶太人，他們被稱為「貝塔以色列人」（Beta 



 

Israel），他們離開難民營，為的是逃離飢荒和戰爭。據估計

約有四千名難民在從衣索比亞步行到蘇丹的危險旅程中喪

生，或者因著難民營的惡劣環境而逝世。 

 
「執得懷疑的是，這批猶太社區居民在離開衣索比亞之前，

是否知道穿越沙漠的長途跋涉會帶給他們什麼。」赫佐格說。

「讓人思考的是，他們是否想像過他們在穿越蘇丹這樣充滿

敵意的國家時會遇到的危險。這些不確定性卻被他們極大的

信心和堅定的決心給抵消，證明了他們對聖地和以色列國無

限的熱愛。」 

 
「感謝那些過早以非常沉重的代價結束了前往以色列旅程

的人。」赫佐格表示。「我們知道並謹記在心。親愛的家人

們，即使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們的傷仍然是灼熱而痛苦的，

甚至無法治癒。」 

 
「我們記得他們悲慘的命運。」他繼續說。「但我們希望讓

他們的生命存活在我們心中，他們的故事、他們如英雄般的

生命、他們難以想像的力量、他們的文化財產以及衣索比亞

猶太社群的身份，都是以色列和猶太精神裡不可分割和所構

成的部分，如同器官之於身體般，屬於國家重要的一部份。」 

 
與會的還有以色列首位出生於衣索比亞的內閣部長，就是以

色列歸回融合部部長普尼娜．塔瑪諾－莎塔（Pnina Tamano-

Shata），她本人曾透過「摩西行動」（Operation Moses）回

歸至以色列。1984年開始，以色列在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與蘇丹政府的合作下，持續了七週的秘密救援行動，也就是

「摩西行動」。

「幾世代以來，我們的祖先都夢想著能回到以色列。」她說。

「貝塔以色列社區從未失去希望或信念，也從未停止夢想。」 

班奈特在自己的演說中指出，一年一度的紀念儀式恰逢耶路

撒冷日，而這節慶所標誌的是，耶路撒冷在 1967年六日戰爭

後，在以色列的治理下重新統一。「在耶路撒冷日，我們不

僅紀念首都的統一，也紀念我們人民的團結。」總理說。「不

論是左派或右派，我們都是兄弟。無論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

我們都是兄弟。不論是塞法迪猶太人（Sephardi）、阿什肯納

茲猶太人（Ashkenazi）和衣索比亞人，我們全都是一家人。」 

文章出處：The Algemeiner 

文章日期：2022/05/29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47:2-3 

耶和華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趕散的人。祂醫好傷

心的人，裹好他們的傷處。

哥林多後書 13:11 

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

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同在。



 

 
禱告 

願神安慰那些回歸以色列旅途中喪生的阿利亞的遺孤們，纏

裹並醫治他們心中的傷，也求神幫助來自列國的阿利亞在以

色列生根、彼此合一與和睦同居。 

 

  



 

ICEJ通過科技幫助縮小社會差距 
 

 
 
每個人都應該有機會學習使用和享受電腦與科技技術帶來

的好處。今日要想進步和就業，這已成為必要的條件。然而，

對於許多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以色列人來說，他們有著想獲

得電腦技術的夢，更不用說能擁有自己的電腦，但這依然是

個夢想，然而想改變他們處境的渴望卻日趨加深。 

 
儘管以色列經常被稱為「新創」國家，擁有令人難以置信的

科技優勢，但社會中仍有一大部分的人沒有使用電腦技術的

管道，由於文化和經濟因素，以色列社會中有 25%的人是科

技文盲。 

 



 

根據 2020 年 4 月的《環球金融報》報導，在以色列，百分

之五十的最貧困猶太家庭和近百分之六十的阿拉伯家庭的

家裡都沒有電腦。 

 
因此，當 ICEJ 慈惠事工團隊得知有機會幫助以色列的高風險

青少年和有殘疾的國民替代役學習電腦維修，並為社區中的

弱勢家庭修復電腦時，我們很興奮能夠加入並通過科技幫助

縮小社會差距！ 

 

 
 
近日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位於耶路撒冷附近的拉莫特

（Ramot）中心內的社區中心熱鬧非凡。電腦維修實驗室搬到

了戶外，興奮的年輕人做著他們的維修工作，同時還有些家

庭前來領取電腦。ICEJ 慈惠事工和回歸部副總裁妮可．尤得

（Nicole Yoder）與 ICEJ 工作人員準備好一起幫忙打包桌上

的電腦硬件和分發新翻修的電腦給有需要的人。 



 

「感謝我們的基督徒捐助者的慷慨支持，ICEJ 能夠資助一百

台回收電腦的維修和翻新，以及能使電腦順利運轉的必要配

件。每台電腦還裝載了微軟系統Windows 10和軟件。」妮可

說道。 

 
 
電腦維修實驗室由訓練有素的社區志願者管理。這些是殘疾

的國民替代役志工、獲得獎學金的學生和處於高風險的青少

年。他們參加社區的進修課程並學習精通電腦維修。每週兩

晚上課，學員在完成課程後可獲得思科公司（Cisco）的 PC維

修證書。 

 
其目標是提供電腦、技術培訓和活動給孩童、處於高風險的

青少年、求職者、殘障人士及年長者。希望通過提供基本的

電腦知識，在溫暖支持的環境下教育參與者使用科技作為在

社會流動的工具。 

 



 

社工推薦接收電腦的這群人是跨越各年齡層和來自不同的

文化背景。當他們來領取電腦時，電腦維修的志願者很樂意

地解釋如何操作電腦並回答任何相關問題。 

 

 
 
「在新冠危機期間，對電腦的需求急劇上升，而以色列社會

底層缺乏電腦和基礎設施的情況非常明顯。這導致學習上的

差距，並使在疫情期間無法正常上學的兒童更加邊緣化。等

待領取電腦的名單也越來越長。自 2020 年 3 月以來，該實

驗室翻新了從辦公室、高科技公司和私營部門捐贈的 1250台

電腦和螢幕設備。」妮可解釋道。 

 
在一封感謝信中，有個家庭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我想
感謝所有向我們慷慨捐贈的人。這對我們來說是個極大的幫

助。我們一家有七個人，由於新冠危機，造成我們夫妻倆都

失業了。有一次我們遇到一個麻煩的情況，就是家裡的五個



 

孩子同時需要線上上課，因為家裡沒有電腦，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迫切需要至少一台電腦也好。你們的幫助真的救了我們。

相信還有許多家庭的處境與我們一樣，他們也對此深表感謝。

因此，我們帶著深深的感謝之意，向大家致以溫暖健康的祝

福並感謝促成這次捐贈的每個人。」 

 
通過您的慷慨捐贈，ICEJ 可以影響更多以色列人民的生活，

為他們的未來帶來希望，並幫助建立橋樑及縮小社會差距。 

 
文章出處：ICEJ 

文章日期：2022/05/23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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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6:38 

你們要給人，就必有給你們的，並且用十足的升斗，連搖帶

按，上尖下流地倒在你們懷裡。 

 
禱告 

感謝神使用 ICEJ慈惠事工和基督徒的捐贈幫助扶持貧窮需要

的家庭，也讓我們有機會更貼近神的心意，使我們成為蒙福

的人和祝福流通的導管。 



 

愛心行動出擊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ICEJ家庭護理事工的看護柯麗．

范．瑪倫（Corrie van Maanen）一直感到很難過。她所關心的

許多老年居家患者時時關注戰爭新聞，因而為仍生活住在烏

克蘭的家人感到心痛。 

 
在那些早期令人震驚和難以置信的日子裡，柯麗每週探訪時

都帶會給每人一份小禮物，以代表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對

他們的愛和代禱。她把一個種著藍黃相間春天花朵的盆栽送

給一名女士。她的兒子和媳婦、姊姊和其他家人仍在烏克蘭。

當這位和藹的女士看到鮮花中展示著烏克蘭國旗的顏色時，

不禁流下眼淚！她高興的回答道：「這些花仍活著。」 



 

 
 
柯麗協助的許多年長移民者對另一次的入侵行動記憶猶新。

他們揮之不去的是當猶太人被一一追捕時的驚恐逃亡、遭受

屠殺和失去親人的記憶。其中一名大屠殺倖存者是查克

（Zachar）。十幾歲時他被安置在烏克蘭文尼察（Vinnitsa）

的猶太聚集區。猶太人從那裡被帶走、槍殺並埋在萬人坑。

他逃了出來，卻又被抓到一個擁擠不堪的集中營。那裡每天

都有兒童和成人死於飢餓，令人驚訝的是年輕的查克也從這

地方逃脫。那所集中營總共有一萬一千名猶太人，只有一千

兩百人得以倖存。 

 
查克聽著新聞，因為他還能聽但因為失明而看不見。雙目失

明使他的日常生活成為一種挑戰。這位老人倚靠著回憶在生

活，然而這些記憶經常讓他回到他生命中那段可怕的時期。

現在烏克蘭戰爭的消息，使他的心情無比沉重。柯麗目前每

週的探望、鼓勵和為他加油打氣比起以往的任何時候更加重

要。 



 

 
 
愛可以有多種表達方式。有時來自各國的禮物不單是以金錢

的方式呈現。ICEJ 家庭護理部門最近收到一位九十三歲老太

太送來的兩大袋毛絨綿羊娃娃。柯麗高興地收下這份禮物，

並開始思考在以色列的何處可以使這些禮物成為最大的祝

福。不到二十四小時，她就聽說有一百名猶太孤兒正從烏克

蘭趕來，相信這些可愛的毛絨綿羊娃娃會非常地受孩子們的

喜歡。捐贈禮物的那位女士聽說這些綿羊娃娃已在孩子們身

邊找到落腳之處，她心中也充滿無比的喜悦。 



 

 
 
在一名社工提出烏克蘭新移民家庭急需尿布的同時，一盒盒

裝滿手工編織的嬰兒毯剛從荷蘭運來，於是家庭戶理部門趕

緊買了一些尿布與嬰兒毯一併裝進袋子裡，然後把這些愛心

包裹交給社工。每份禮物包裹上面寫著：「你並不孤單，我

們掛念著你！」 

 
這些小小的愛心行動，在這艱難時期傳遞著希望和安慰的真

摯信息。這也是 ICEJ家庭護理部門其中的一項功能。請繼續

支持我們 ICEJ家庭護理部門的事工。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https://p.ecpay.com.tw/8DA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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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箴言 3:27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辭，就當向那應得的人施行。 

 
箴言 11:25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滋潤人的，必得滋潤。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豐盛的憐憫和慈愛藉由祢的兒女展現在世

人面前。懇求祢感動更多的人參與支持 ICEJ的慈惠事工，明

白這份服事具有永恆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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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