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猶太人事務局主席終於揭曉： 

多倫．阿爾莫格 
 

七十一歲的阿爾莫格是 ADI （希伯來語 adi，意為「耀眼之

寶」）內蓋夫-納哈拉特-以蘭（ADI Negev Nahalat Eran）康復

村的創辦人兼董事長，並被授予以色列獎（Israel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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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阿爾莫格與雅科夫．哈格爾（Yaakov Hagoel，WZO執

行總裁）（照片來源：猶太人事務局） 

 
這是以色列國防軍前少將多倫．阿爾莫格（Doron Almog）週

四被選為猶太人事務局的新主席，此前這擁有九十三年歷史

的組織有一年的時間在無人掌舵之下度過。 

 
現年 71歲的阿爾莫格是 ADI（其組織簡稱為 ADI）內蓋夫-納

哈拉特-以蘭（ADI Negev Nahalat Eran）康復村（原 ALEH Negev 

Nahalat Eran）的創辦人兼董事長，該村為殘障人士提供住宿、

醫療和社會服務。 

 
他曾擔任以色列國防軍南方司令部的負責人，負責確保加薩

地帶的邊界安全。2005年，阿爾莫格搭乘的航班降落倫敦時，

以色列當局得知英國警方正等待逮捕他，便警告他不要下飛



 

機。此逮捕令乃針對他之前在加薩地帶的以色列國防軍部隊

指揮權而發出。最後他則留在飛機上並返回以色列。 

 
他所創建的康復村是為了記念阿爾莫格已故的兒子以蘭

（Eran）而命名。 

 
「在他對天生患有嚴重自閉症及智力障礙的以蘭的愛的推

動下，阿爾莫格在以色列南部指導創建一個龐大的康建複合

住宅中心，也成為一百五十多名患有嚴重殘障及複雜病症的

兒童和年青人的家。」ADI網站寫道。 

 
作為 ADI 康復村的董事長，阿爾莫格於 2016 年被授予以色

列獎，以表彰其終身成就以及對社會和國家的貢獻。 

 

 



 

2016年 5月 12日於耶路撒冷國際會議中心（ICC）舉行的以

色列獎頒獎典禮上，以色列前總統魯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

授予退役少將多倫．阿爾莫格 2016年的以色列終身成就獎。

（照片來源：HAIM ZACH/GPO） 

 
「我兒子教給我的第一課是關於愛。我曾經認為愛只關乎對

女人的渴望，但實際上，愛是一種承諾，是對完全依賴你的

力量、健康、善意及你的日常行為的人的一種承諾。」—多

倫．阿爾莫格 

 
在 2014年接受《耶路撒冷郵報》採訪時，阿爾莫格說他的社

會行動計畫是受到他已故兒子的啟發，他把兒子稱為他的

「教授」。 

 
「他教給我的第一課是關於愛，」阿爾莫格說道。「我曾經

認為愛只關乎對女人的渴望。但實際上，愛是一種承諾，是

對完全依賴你的力量、健康、善意及你的日常行為的人的一

種承諾。」 

 
「第二課是關於自我。當你以你的孩子為榮時，其實你是為

自己感到驕傲。如果你有個被診斷出患有嚴重殘障的孩子，

這對父母無非是夢想的破碎，並挾帶著很重的羞恥感，但羞

恥與驕傲同出於自我。」 

 
猶太人事務局尋找領導人 

 



 

自去年六月艾薩克．赫佐格（Isaac Herzog）當選以色列總統

以來，猶太人事務局一直沒有全職主席。 

 
委員會對阿爾莫格的提名將於下個月在耶路撒冷舉行的猶

太事務局理事會會議上得到批准。去年由世界錫安主義組織

（WZO）主席雅科夫．哈格爾（Yaakov Hagoel）擔任臨時主

席。 

 
「北美猶太聯合會（JFNA）祝賀退役少將多倫．阿爾莫格今

天被提名為我們的合作夥伴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的下一任

執行主席。」北美猶太人聯合會說道。「我們很高興開始與

多倫密切合作，他是位備受推崇的專業人士，一生致力於猶

太民族、『修復世界』（希伯來語 tikkun olam）並增強以色

列社會中最弱勢群體的能力，這些都是我們北美猶太社區非

常重視與珍惜的。我們期待與他合作並進一步推動這些價值

觀，加深以色列與北美猶太人之間活躍的關係，也繼續我們

在世界各地建立繁榮猶太社區的神聖工作。」 

 
赫佐格總統也祝賀道：「我的朋友，多倫．阿爾莫格，以色

列獎的得主，祝賀他被任命為猶太人事務局的主席。這是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旨在連結以色列國與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

人。我確信以他的經驗和能力將能帶領這個重要的組織走得

更遠。祝好運！」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說：「很高

興多倫．阿爾莫格被選為猶太人事務局的負責人。阿爾莫格

代表以色列的一切優點。阿爾莫格乃是軍隊及民間英雄的典



 

範，他深愛著以色列人民、國家及全體人民。 這也是為何我

很高興之前能以教育部長的身份，成為以色列獎的頒獎人，

來頒予他這份殊榮。我祝願多倫順利地聯繫猶太人民與以色

列國，並成功提升以色列在國際舞台的形像。」 

 
衛生部長尼贊．霍洛維茨（Nitzan Horowitz）指出「他在里雄

萊錫安（Rishon Lezion）的童年時期就認識多倫．阿爾莫格和

他的家人。他是個大人物。他在軍隊中享有盛譽之後，又為

有特殊需要的人創建一處村莊，是個美妙又特別的地方。今

年，作為衛生部長，我很榮幸與他一起在那裡開設一家醫院。」 

 
海外僑民事務部長納赫．曼薩伊（Nachman Shai）表示：「他

期待繼續合作並推動計畫和想法，以造福以色列和散居世界

各地的全體猶太人民。」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2/06/16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撒母耳記下 9:13 

於是米非波設住在耶路撒冷，常與王同席吃飯。他兩腿都

是瘸的。 

 
 
 



 

尼希米記 1:5, 9 

耶和華─天上的 神，大而可畏的 神啊，你向愛你、守你

誡命的人守約施慈愛。但你們若歸向我，謹守遵行我的誡命，

你們被趕散的人雖在天涯，我也必從那裡將他們招聚回來，

帶到我所選擇立為我名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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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親愛的主，祢所賜予生命的價值無關人的外表、才智或條件，

乃在於愛的能力與傳承。感謝祢揀選多倫．阿爾莫格經歷祢

的信實和愛的恩典，使他成為以色列全體猶太民族的祝福。

懇求祢繼續帶領他並賜福於猶太人事務局有從祢而來智慧

和能力，將祢的百姓招聚歸回耶路撒冷敬拜祢。 

  



 

社會的恩德培：一個包容性運動的發起 
 

 
 
i24新聞專訪「多倫．阿爾莫格」的影片內容整理： 

 
為記念以色列國防軍在烏干達（Uganda）恩德培（Entebbe）

的英勇救援任務 45 週年，ADI（希伯來語 adi，意為耀眼之

寶）內蓋夫-納哈拉特-以蘭（ADI Negev Nahalat Eran）康復村

的創辦人兼董事長多倫．阿爾莫格（Doron Almog） 與 i24 新

聞談論歷史性突襲，他作為傘兵偵察指揮官的關鍵角色，以

及多少年後，因對生來患有嚴重自閉症及智力障礙的兒子以

蘭（Eran）的愛的推動下，指導建立世界聞名的 ADI康復村。

從史無前例跨洲的恩德培英勇營救人質行動到營救「社會人

質」（詳見註解），並確保他們的福祉，少將多倫．阿爾莫

格於 2016年被授予以色列終身成就獎。 

 
前以色列國防軍指揮官講述在恩德培的英勇營救 

 

https://youtu.be/GB5Z1jWScLM


 

45年前的這星期，1976 年 6 月 27 日，一架載有 248名乘

客的法航噴氣式客機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成員劫持，

並最終在烏干達獨裁者伊迪．阿敏（Idi Amin）的保護下轉移

到烏干達的恩德培機場。劫機者從人質中挑出 94 名猶太乘

客留下，釋放其餘的人。以此威脅要求從世界各地的監獄中

釋放數十名恐怖分子，否則要殺死這些人質。7 月 4 日，大

約 100 名以色列突擊隊飛行了 2500 英里，進行了一次大

膽的救援行動。 

 
訪談中恩德培行動的關鍵人物以色列國防軍預備役少將多

倫．阿爾莫格，說明如何指揮最初在恩德培機場停機坪上的

精銳傘兵偵察部隊，並設計佈署突襲行動，使敵人措手不及

救下人質。遺憾的是，一位軍官也是阿爾莫格的親密戰友和

三位人質在此行動中犧牲。 

 
恩德培英雄退伍後為殘障人士服務 

 
主持人詢問阿爾莫格的兩種志業（軍旅和服務殘障人士）之

間的聯繫為何？阿爾莫格回答，恩德培的人質，他們的生命

中有一週的時間為人質；而這些患有殘障的孩子一出生就被

劫持為「社會人質」，無法自理，凡事需要依賴人的照顧。

他已故的兒子以蘭彷彿對他提問「父親，你願意為我執行社

會恩德培行動來幫助我們嗎？」 

阿爾莫格撫養孩子的過程，經歷何謂刻板印象和污名化，看

到這些孩子不在以色列人民提倡的價值觀內，即是對彼此負

責，愛朋友就像愛你自己。 

 



 

因此，他畢生投入於「修復世界」（希伯來語 Tikkun Olam），

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他人生的兩個目標，第一是為殘障

人士提供最高的生活標準。第二，修正引導以色列社會，讓

社會變得更美好、更包容、更有愛心、無歧視。 

 
他所創建的 ADI康復村已成為一百五十多名患有嚴重殘障及

複雜病症的兒童和年青人的家。每日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訪

客和志工。ADI內蓋夫-納哈拉特-以蘭（ADI Negev Nahalat Eran）

也成為國家項目計畫獲得七個政府部們、美國猶太人國家基

金會（JNF-USA）和世界各地的慷慨支持者的支持。 

 
註：「社會人質」一詞出於多倫．阿爾莫格的兒子以蘭生來

患有嚴重自閉症及智力障礙，終身需依賴他人照顧。他曾經

解救恩德培的人質，但卻無法解決自己的兒子，因此使用「社

會人質」來形容殘障人士生活型態。 

 
影片來源：i24 News 

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ICEJ贊助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 
第三次航班 

 

 
週二，一個來自貢德爾（Gondar）的衣索比亞家庭等待著飛

往以色列的航班。（照片來源：猶太人事務局） 

 
週二（06/21），由以色列猶太人事務局安排並由 ICEJ 贊助的

特別航班將載乘 160名衣索比亞猶太移民前往以色列，此乃

為重啟「以色列磐石行動」（Operation Tzur Yisrael，希伯來

文 Tzur，意為磐石）的一部分。這將是重新啟航回歸的第三

次飛行，該行動的目標是在今年將多達三千名的衣索比亞猶

太人帶回以色列。 

 
第二階段的緊急回歸航班於本月初開始，當時有兩架航班抵

達本-古里安機場，接回 341名來自衣索比亞的新移民。第一



 

階段於去年 12月啟動，在內戰不斷、乾旱惡化的狀況及伴隨

著新冠狀病毒的擔憂之下，迅速地帶回二千名衣索比亞猶太

人。 

 
自 2015年起，以色列內閣決定以家庭團聚的需求為由，重新

接收衣索比亞移民，包括今天的航班在內，ICEJ 現已支持超

過一半以上的衣索比亞猶太人（5,197名中的 2,750名）回歸

以色列。 

 
「ICEJ 很榮幸能在我們的時代幫助猶太人歷史性地聚集回到

以色列土地，我們特別致力於支持衣索比亞的阿利亞。」ICEJ

總裁猶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說。「他們是一群

古老猶太社群團體所遺留的餘民，經過了漫長的等待並遭受

許多苦難，為了盼望有朝一日能與生活在他們祖先土地上的

猶太族人團聚。願他們擁抱切切等待他們抵達以色列的家人

親友時，能備蒙祝福。」 

 
ICEJ 贊助此趟衣索比亞移民群體的經費包括機票以及各種飛

行前的費用，從貢德爾到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機場

的交通與維安費用、希伯來語課程、醫療護理、面談和文件

費用，以及當他們到達以色列時的一些緊急融合援助。 

 
新移民當中有許多人已在貢德爾和阿迪斯阿貝巴破舊的臨

時難民營生活了二十年或更久的時間，他們一直等待著能與

家人和祖國的猶太族人重聚的機會。以色列歸回融合部部長

普尼娜．塔瑪諾－莎塔（Pnina Tamano-Shata）本人在三歲時



 

就是衣索比亞的猶太移民，她努力不懈地重新啟動近期因其

他因素而暫停的衣索比亞回歸航班。 

 
自 1980 年代以來，超過九萬五千名衣索比亞猶太人移民到

以色列，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避戰爭和飢荒而搭上緊急航班

來的。加上他們的後代，今天在以色列土地上的衣索比亞猶

太人群體已超過十四萬人。仍待在衣索比亞的猶太人以前曾

被阻止回歸以色列，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法拉沙穆拉」（Falash 

Mura，對貝塔猶太人的稱呼），意指幾世代人之前出於經濟

和其他原因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但他們仍然信奉猶太

教，在以色列也有近親，因此以色列政府於 2015年批准恢復

衣索比亞猶太人的回歸。 

 
台灣 ICEJ特別感謝過去年間支持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的教會

和弟兄姐妹們，願天父的慈愛和祝福常與您們同在，也盼望

我們一起繼續在祝福以色列這條路上同行！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https://p.ecpay.com.tw/8DA7B 
 
文章出處：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 

文章日期：2022/06/21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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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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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43:5-7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就是凡稱

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

造作的。 

 
禱告 

感謝神的信實良善，今日我們看見神仍在動工，祂的手不歇

息。親愛的主，我們讚嘆祢的作為，在祢的時刻招聚祢的百

姓回歸到那應許之地。求主賜下更多資源供應 ICEJ來完成祢

的旨意，我們更懇求神眷顧那還在等候回歸的子民，賜盼望、

力量和耐心給他們，使他們通過所有申請手續，快快抵達以

色列的家園。 

  



 

ICEJ強化以色列單親家庭功能 
 

 
 
對於大多數十六歲的以色列青少年來說，未來的生活似乎充

滿了所有的可能性，未來的願望在他們腦海中盤旋著，夢想

有一天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但是隨著生活的發展，往往會發生無法預料的轉折，這些夢

想則因爲貧困、家庭破裂、缺乏教育等原因而破滅，這些年

輕人當中的許多人長大後反而自己也成為單親家庭的家長。 

 
在以色列高達 12.8%的家庭是單親家庭，這相當於十七萬個

家庭屬於以色列社會中較為薄弱的階層，因為以色列大多數

的家庭都需要兩份勞動薪資來維持生計。陶布中心（Taub 

Center）於 2021年 1月發表的一項研究估計，由於新冠肺炎



 

危機，以色列的貧困人口預計將增長 8%至 14%，其中絕大多

數受到影響的會是有幼童要撫養的單親家庭。 

 
「這些單親父母面臨的另一項弱點，則是其中 90%的單親家

長為女性，她們的收入能力低於男性。」ICEJ 慈惠事工和回

歸部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解釋道。「與已婚媽

媽相比，這些單親媽媽的教育程度往往偏低。她們每週的工

時較長，時薪也較少」。 

 
感謝基督徒捐助者的慷慨支持，ICEJ 努力為至少三十位年齡

介於 16至 26歲，處於高風險的以色列年輕媽媽們點燃她們

的希望。這些年輕女士正參與一個由九十一位年輕母親或準

媽媽組成的單親媽媽計畫（single mother’s program），她們

都處於高風險家庭，有著無家可歸、藥物濫用、心理創傷、

貧窮和賣淫等狀況。該計劃旨在照顧她們的特殊需求，透過

提供個人和全面的輔導支持、服務或提供實際救助行動，幫

助她們建立穩定和獨立的生活。 

 
伊拉娜（Illana）是一位 22 歲且擁有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的

生活因參與這項計畫而有所轉變。她三歲的大兒子患有自閉

症（Autism），有一天她突然被父母趕出了家，她迫切的想

為家人找到一個住處以解決問題，但又因她的兒子非常難適

應搬家這件事，所以伊拉娜需要在兒子的幼兒園附近找到房

子，以盡量不影響她的兒子。透過這項計劃，伊拉娜先被安

排在一家旅館住上幾週，直到找到臨時住屋。她也接受指導，

向社會福利部門申請一次性的財務補助計畫，以利她在新家

安頓下來。 



 

同時年僅 19歲的安娜特（Anat）也親身體驗該計畫輔導員的

大力支持。從懷孕最初期開始，便接受輔導員的照顧。到了

分娩的時候，她卻染上新冠肺炎，然而她的輔導員卻陪伴她

去醫院，在產房裡足足陪她 22個小時，直到她的寶貝兒子出

生。 

 
孩子出生後的第二天，一名社工以緊急措施為由將嬰兒帶離

安娜特的照顧。這時輔導員很快介入，安排社會福利委員會

開會討論安娜特的案子。他們同意將嬰兒送還給安娜特，但

前提是安娜特必須加入諮商治療和支持小組。起初安娜特非

常反對這想法，但在輔導員的輔導之下便同意接受。這兩個

月來，她持續參與單親媽媽小組，在當中得到支持和幫助，

現在正茁壯成長！ 

 
您的支持對這些年輕單親媽媽的生活帶來極大的改變。她們

在遭遇生活的打擊後試圖重新站起來，我們評估需要平均

1,700美元（約新台幣 51,000元）的經費來幫助一位單親媽

媽，但無論任何金額的禮物，都將是一個祝福和極大的幫助。 

 

為猶太人貧困家庭奉獻 

https://p.ecpay.com.tw/08B2E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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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68:5 

神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作寡婦的伸冤者。 

 
詩篇 68:6 

神叫孤獨的有家，使被囚的出來享福。 

 
申命記 24:20-21 

你打橄欖樹，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給寄居的與孤兒

寡婦。你摘葡萄園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給寄

居的與孤兒寡婦。 

 
禱告 

親愛的主，感謝祢的憐憫和供應透過 ICEJ 傳遞給這些單親家

庭，特別是這些在苦難中的年輕單親媽媽。感謝主提供這項

計畫，在她們走投無路時成為她們的避風港灣，也為她們的

未來指引方向。也讓我們透過代禱和捐贈體會祢的心意並學

習神國的法則。	  



 

ICEJ分部在世界各地與以色列同站立 
 

 
你知道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ICEJ）在全球九十多個國家

設有分部和代表嗎？這個與以色列同站立的國際基督徒網

絡每年都在不斷擴大，因為我們來自全球的領袖，帶領眾基

督徒對齊於我們從聖經所領受的命定，即「你們的神說：『你

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賽亞書 40:1。 

 
我們的國際分部積極參與為以色列組織團結集會、舉辦會議、

為以色列外交官提供外交機會、加入反對反猶主義的抗爭以

及為 ICEJ 慈惠事工和阿利亞回歸計畫籌集資金等。以下是各

國辦事處近期的一些亮點。 

 
ICEJ在中非共和國喀麥隆（Cameroon）設立新分部 

 



 

 
上週末 ICEJ 國際事務部副總裁克謀智博士（Mojmir Kallus）

開始他在非洲的長期訪問，第一站先參與在中非共和國班吉

（Bangui）市舉行的以色列跨宗派特會。教會資深領袖、班

吉市市長和數百名熱情的基督徒參加為期三天的聚會，最後

聚會結束前按立菲爾曼．恩加圖亞（Firmin Ngatoua）為 ICEJ

中非共和國新分部的主任。克謀智博士將繼續前往喀麥隆參

加另一場以色列聚會，是特別爲由使徒朱利耶斯．艾基（Julius 

Ekie）在當地所開創的新分部舉行開幕儀式。這次事工之旅將

在加彭（Gabon）劃上句點。ICEJ加彭分部主任兼中非地區專

員的朱迪卡爾．蒙根吉（Judicael Monguengui）將為整個中非

地區和這裡的教會領袖舉辦第二次的年度以色列聚會。 

 
新任命的 ICEJ亞塞拜然（Azerbaijan）代表 

 



 

 
ICEJ執行副總裁貝瑞．丹尼森（Barry Denison）上週末訪問亞

塞拜然，並按立艾克汗．馬穆多夫（Aykhan Mahmudov）作

為我們在這以穆斯林為主的國家的新代表。艾克汗有經商和

牧養的經驗，全能的神將一份對以色列和猶太人超自然的愛

放在他的心中。 

 



 

ICEJ芬蘭（Finland）分部舉辦以色列攝影展以幫助兒童 

 

 
為了籌集資金，以支持 ICEJ 援助以色列貧困兒童的計畫，由

亞尼．薩洛坎斯（Jani Salokangas）帶領的芬蘭團隊在上週舉

辦了一場特別的展覽，展示由 ICEJ工作人員在以色列土地上

拍攝的一系列精美照片。該展覽將持續三週，在赫爾辛基

（Helsinki）的開幕之夜就吸引大量的觀眾入場參觀，也引起

巨大的迴響。 

 
斯洛伐克（Slovakia）分部舉辦的以色列集會 

 
五月份 ICEJ 斯洛伐克分部主任彼得．斯維茨（Peter �vec）

和團隊在布拉提斯拉瓦（Bratislava）舉辦一系列「牛奶與蜜」

的特會，慶祝以色列獨立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和耶路

撒冷日（Jerusalem Day）。這場慶祝活動包括聖經教導和時

事講座、露天音樂會、舞蹈表演、街頭市集及兒童節目等。



 

ICEJ副總裁克謀智博士也參與其中，他在當地教會發表演講，

並與虔誠的基督徒和以色列支持者斯洛伐克總理愛德華．黑

格爾（Eduard Heger）進行一場愉快的談話。 

 
賴比瑞亞  （Liberian）基督徒慶祝以色列獨立日（Yom 

Hatzmaut） 

 

 
五月份 ICEJ賴比瑞亞分部主任亞倫．萊特（Aaron Wright）和

團隊舉辦一場宴會和一場特別的女性聚會，以記念以色列獨

立日。 

 
挪威（Norway）邀請活力四射的以色列嘉賓參與特會 

 
近期 ICEJ挪威分部主任達格．歐文德．朱利葉森（Dag Øyvind 

Juliussen）和團隊舉行一場大型的支持以色列特會，由活躍的



 

以色列嘉賓哈尼雅．納夫塔利（Hananya Naftali）和約瑟夫．

哈達德（Yosef Hadad）參與並發表演講。 

 
ICEJ英國（UK）分部在舉辦全國六場研習會的第一場 

 
四月份 ICEJ 英國分部主辦了預計於 2022 年在全國舉行六場

研習會的第一場。特邀來自耶路撒冷領袖團隊的大衛．帕森

斯（David Parsons），作為比林格（Billinge）會議開幕式的講

員。接下來的幾個月，其他演講嘉賓將陸續在南安普敦

（Southampton）、林肯（Lincoln）、西米德蘭茲（West 

Midlands）、倫敦和格拉斯哥（Glasgow）的會議上發表演說。

英國團隊的聯合主持人西蒙．巴雷特（Simon Barrett）和分部

主任大衛．艾爾姆斯牧師（Rev. David Elms）將在復興電台

（Revelation TV）上定期推出「耶路撒冷快報」（Jerusalem 

Dispatch）的電台和電視節目。 

 
捷克人和德國人在布拉格（Prague）舉行以色列團結集會 

 



 

 
四月份，數百名捷克和德國公民為聲援以色列遊行，擠滿了

布拉格街頭。其中有一百名來自德國和捷克共和國的高中生，

他們第二天還去參觀了惡名昭著的泰雷津集中營（Terezin 

concentration camp）。這次集會主要的活動在布拉格的捷克

國會花園舉行，以色列駐捷克共和國大使安娜．阿扎里（Anna 

Azari）和政治人物也一併出席。這次聲援活動的亮點無疑是

伊娃．爾本（Eva Erben），她是一位九十二歲的大屠殺倖存

者，最初來自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現居住在亞

實基倫（Ashkelon）。這位活潑的女士精通捷克語和德語，她

引人入勝地講述自己在大屠殺中所遭遇的可怕故事，並贏得

人們的尊重。她非常清楚地向大家說明為何以色列國必須存

在的理由，為的是能保護每個可能面臨迫害的猶太人。一年

一度的以色列集會由 ICEJ的捷克和德國分部連續舉辦了十九

年，已經成為中歐聲援以色列的固定傳統。 

 
ICEJ斐濟（Fiji）分部歡迎新任以色列大使 



 

 
 
ICEJ 斐濟分部近期為以色列新任駐斐濟和太平洋島國大使羅

以．羅森布利特（Amb Roi Rosenblit）舉辦歡迎宴會。招待會

和晚宴是在大使羅以．羅森布利特向斐濟總統威廉．卡托尼

維爾（Ratu William Katonivere）遞交國書，並向總理和其他

政府高階官員進行出於禮節的拜訪之後舉行的。眾多政府、

社區、企業和教會的領袖出席參與 ICEJ的歡迎晚會，其中包

括一位前總理以及幾位現任和前任內閣部長及議會成員。出

席會議的還有通過以色列外交部在希伯來大學醫學院接受

培訓的醫生、在戈蘭高地與聯合國部隊一起服役的軍官，以

及特拉維夫職業橄欖球俱樂部的幾名斐濟橄欖球運動員。

ICEJ耶路撒冷總部執行秘書汎．迪托卡（Fine Ditoka）也回到

斐濟參加此次活動，以協調大使在斐濟的正式訪問和歡迎活

動。 ICEJ 斐濟分部主任米凱爾．穆德瑞拉吉（Mikaele 

Mudreilagi）熱烈歡迎大使的到來，並向他保證來自斐濟基督



 

徒對以色列強而有力的支持。羅森布利特大使回應並表達，

他非常有興趣能與太平洋的島國接觸，尤其是斐濟，因為斐

濟位處於該地區的戰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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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耶利米書 31:10 

列國啊，要聽耶和華的話，傳揚在遠處的海島說：趕散以色

列的必招聚他，又看守他，好像牧人看守羊群。 

 
以賽亞書 43:5-7 

不要害怕，因我與你同在；我必領你的後裔從東方來，又從

西方招聚你。我要對北方說，交出來！對南方說，不要拘留！

將我的眾子從遠方帶來，將我的眾女從地極領回，就是凡稱

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

造作的。 

 
禱告 

至高神的話永不落空，「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神已

這句話放入許多基督徒領袖的心中。使 ICEJ承接從神而來的

異象，因著神的憐憫帶領更多信徒與神的心意對齊。親愛的

主，我們懇求祢的手繼續動工在全地，讓祢的教會能一起與

以色列的長兄同站立，為將要來的榮耀君王彌賽亞預備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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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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