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幫助另一批衣索比亞猶太人回家 

 

 

202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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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二十年前，成千上萬的衣索比亞猶太人開始離開他們的

田地和村莊，匆匆趕往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和貢德

爾（Gondar），希望登上一架將這個古老的猶太社群帶回以

色列的航班，但許多人最終被困在中轉難民營（Transit camp），

從那以後他們就一直在那裡受苦，大約是在臉書（Facebook）

和第一款 iPhone手機出現的年代。因此，雖然世界一直在快

速進入一個全球即時連接的時代，但這些衣索比亞猶太家庭

仍然處於困境之中，渴望到達應許之地。然而值得慶幸的是，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來幫助他們！ 

 
以色列已承諾在 2022 年底之前將多達三千名衣索比亞猶太

人帶回家，這是其正在進行的緊急救援航班行動的一部分，

該行動被稱為「以色列磐石行動」（Operation Tzur Yisrael）。

為幫助實現這一目標，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大使館（ICEJ）正

在幫忙贊助阿利亞的航班，對於許多將在未來幾週和幾個月

內抵達以色列的衣索比亞猶太人而言，這是很重要的，現在

是我們共同幫助他們回到猶太人家園的機會。 

 
仍然留在衣索比亞的猶太人之前被阻止回到以色列，因為他

們被認為是「法拉沙穆拉」（Falash Mura），這是猶太幾代

人前被迫皈依基督教的一個術語，主要是為了保住他們的工

作，但他們認同猶太民族和信仰，而且他們的近親已經生活

在以色列了。因此，2015年，以色列政府批准恢復衣索比亞

的阿利亞，使這些離散的家庭團聚。 

 



 

 
從那時起，ICEJ 近年來贊助了一半（5,347 人中的 2,750 人）

以上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以色列的阿利亞航班。 

 
我們贊助最新的回歸航班於六月抵達以色列，機上有 160名

衣索比亞移民。ICEJ 代表團在本－古里安機場迎接他們，並

見證了先知預言的應許實現了。 

 
我們也親眼目睹了許多淚流滿面的擁抱，揭示了這些家庭多

年來分離的深深痛苦。 

 
還有更多的衣索比亞猶太家庭迫切需要我們的幫助最終才

能抵達以色列。在以色列親戚的經濟幫助下，一些人在等待

移民批准的同時找到了合適的住房並送他們的孩子上學，但

對於那些仍住在中轉難民營的人來說，情況繼續惡化。通常，

他們的家是沒有電或自來水的鐵皮屋，並因為他們想離開，



 

許多人找工作時遇上困難，甚至還被利用。此外，該國還受

到新冠肺炎、內戰、乾旱和飢荒等嚴重打擊。 

 

 
您的奉獻支持將幫助我們下一批回歸的衣索比亞猶太人，支

付飛行費用以及各種飛行前的費用，包括交通和安全需求、

希伯來語課程、醫療護理、面試和文件費用，以及他們抵達

以色列後的緊急融合援助。 

 
因此，請幫助我們為衣索比亞猶太人提供阿利亞航班慷慨解

囊，也請分享這份需要到您的社群媒體或手機聯絡人中，告

訴他們現在是真正將剩餘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帶回家的時候

了。 

為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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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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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來源：ICEJ 副總裁兼資深發言人 大衛．帕森斯（David 

Parsons） 

文章日期：2022/07/13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43:4-7 

因我看你為寶為尊，又因我愛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

列邦人替換你的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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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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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 

主啊，我們感謝祢的信實及應許，使許多的衣索比亞猶太人

回歸以色列，主啊，我們向祢求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幫助更多

的人回到祢所賜的應許之地，願我們長兄蒙祢的憐恤，求祢

賜下啟示智慧的靈，使他們真認識耶穌基督是他們的唯一幫

助，是那位將要再來的彌賽亞。  



 

2022年 ICEJ住棚節特會敬拜領袖名單 

 

準備好向神唱新歌嗎？ 

 

 
 
一起搶先看看這群具有恩膏的以色列與列國的敬拜領袖名

單，每位敬拜領袖都帶來了他們各自的讚美馨香之祭，今年

十月將帶領我們進到救主耶穌基督的同在裡！迎接即將到

來的住棚節，和我們一起用心靈和誠實敬拜神，並一同在應

許之地讚美神吧。 

 
 

  



 

ICEJ援助以色列「捍衛生命」的事工 

 

 

莎拉（Sarah）、伊若拉（Elora）、安娜（Anna）和歐琳（Olene）

*來自截然不同的生活背景，然而面對意外懷孕，每個以色列

婦女面臨的是極其困難的抉擇。 

 
雖然大多數情況下，迎接新生命是一件令人高興的事情，但

對這些女性來說，在經濟不穩定和許多其他負擔及挑戰已不

堪負荷的生活中，懷孕的消息無疑地引起一個恐懼與驚慌的

危機。即使如此，她們還是為自己的孩子選擇了生命，儘管

這絕非是個容易的決定。 

 
她們並非單獨做出這些決擇。每位女性尋求「捍衛生命」的

諮詢並得到實質的接濟，這都幫助她們做出生下孩子的決定。

輔導員的角色乃至關重要，因為在整個懷孕期間他們會一直

陪伴著這些媽媽。除了接受情感治療外，準媽媽們還得到嬰



 

兒必需品的供應，例如嬰兒床、被單、嬰兒車和嬰兒衣服，

以及在嬰兒出生後第一年幫助她們購買其他嬰兒必需品的

購物禮券。這些援助給了她們一線希望，知道這段旅程中她

們並不孤單。 

 

 
 
「ICEJ 目前支持大約十四名以色列母親，和她們嬰兒出生第

一年的生活費用，我們非常感謝這些母親選擇守護這些帶給

她們無比喜悅、可愛稚嫩的寶貝。」ICEJ 慈惠事工和回歸部

副總裁妮可．尤得（Nicole Yoder）說道。 

 
近期妮可瞭解這些母親的個人故事及她們寶貝的狀況。 

 
莎拉是個意志堅強且獨立的十八歲女孩，目前與父母住在以

色列中部。 十六歲那年，她懷孕了但選擇墮胎。在這不久之



 

後，她與一個名譽不佳的男人發生另一段關係，她又再次懷

孕。 

 

 
 
這次她覺得自己已經到可以生孩子的年紀，因此把此想法告

訴男友。 不幸的是，男友不但不支持還威脅要離開她，這讓

莎拉的生活陷入混亂，不知道下一步該如何。還好莎拉的母

親和祖母的支持安慰了她，於是決定向一些以色列「捍衛生

命」倡導者尋求幫助。感謝 ICEJ的贊助，她得到所需的愛和

支持，選擇留住寶寶的生命。剖腹產的分娩過程中，莎拉的

祖母一直陪伴在她身邊，她俊美的男孩小寶寶－馬坦（Matan）

在五月七日誕生了。 

 
馬坦出生後一週，莎拉心愛的曾祖父遺憾離世。莎拉與妮可

分享小馬坦帶給她家人無比的喜樂和安慰。然而，難過的是

馬坦的父親離棄莎拉後，卻選擇走上一條使他鋃鐺入獄的路。 



 

伊若拉，與父母住在以色列南部別是巴（Beersheba）附近的

一個小鎮。她生下雙胞胎時才二十四歲。四月五日那天迎來

了雙胞胎的第一個生日，兩個孩子目前都會爬行了，並且也

都長牙了。 

 
雖然目前伊若拉沒有工作，但思考著如何才能讓孩子過上好

日子，並希望能夠繼續她的學業。她非常感激父母幫忙照顧

這對雙胞胎，並說「如果沒有捐贈者慷慨的支持和父母的實

際幫助，我肯定會沈淪下去，患上憂鬱症。」 

 
由於雙胞胎的父親住在離埃拉特（Eilat）近三個小時車程的

地方，他很少前來探望他們，即使來了也只停留一小時，不

過最近孩子的父親表示想要融入他們的生活，這讓伊若拉充

滿希望。 

 
同此時刻，安娜的寶貝女兒伊蓮娜（Eliana）用只有自己懂得

的語言喋喋不休時的模樣帶給家人許多的愛和歡笑。她在六

月十八日滿一歲，已經可以獨自站立但還不會走路。 

 
安娜還另有兩個兩歲和三歲小孩。令人難過的是，伊蓮娜的

父親非常暴力，時常對安娜拳腳相向。現在她只能獨自養育

這三個小小孩。雖然處境相當艱困，但當被問到她是如何做

到的，安娜表示努力保持樂觀的態度。 

 
安娜對妮可直言：「有信心的人是不會恐懼害怕的。」 

 



 

她由衷地感謝所收到的愛與支持並且分享著這些援助給她

的處境帶來多大的改變。 

 

 
 
歐琳已婚，她的小女兒艾隆娜（Alona）才剛在五月十五日過

生日，她還特別為此慶生會穿了件新衣裳。歐琳其他的六個

孩子都非常喜愛他們的小妹妹，但目前只有兩個孩子與她同

住，其他的孩子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寄宿學校。她最大的女兒

每隔兩週都會返家來幫忙媽媽，也會在週末打些零工。 

 
幾年前歐琳從烏克蘭移民到以色列，對於將要在應許之地開

始新的生活充滿了盼望。過去她曾經歷兩次流產和四次墮胎，

在與她的輔導員談到這段過去時，歐琳感到自責內疚和羞愧

不已。 



 

艾隆娜五個月大時，歐琳再次懷孕，於是聯絡上她的輔導員，

雖然她的丈夫想要這個孩子，但在孕期的第七週，歐琳再次

流產。 

 
歐琳的丈夫工作殷勤，他們夢想著搬到一個更大的房子，而

歐琳目前在家育兒，專心照顧著家庭。歐琳感謝 ICEJ過去幾

年的贊助和支持，並大大的感謝所有選擇幫助他們和穩定他

們家庭的捐贈者。 

 

 
 
在以色列有極大的需要來支持這些寶寶的生命。每年以色列

全國的墮胎次數估計約有四萬次。去年以色列不論墮胎的原

因爲何，共給付了一萬八千次的墮胎費用。 

 



 

同時對已婚的夫妻而言，當他們負擔不起養育另一個孩子時，

墮胎是個尋常的選擇。 

 
與此同時，為回應美國推翻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

即將卸任的以色列議會剛通過一項法律，使以色列婦女更容

易進行墮胎，這意味著在此地保護年輕生命的抗爭只會更激

烈。您的慷慨解囊能使 ICEJ繼續在以色列鞏固家庭並保護生

命！如果您想加入我們的行列，邀請您捐助我們的「未來與

希望」基金，幫助我們提供更多援助給有年幼嬰兒的以色列

母親。 

 
［*為維護當事人隱私，以上皆已改名］ 

 

為猶太人貧困家庭奉獻  

https://p.ecpay.com.tw/08B2E58 
 
新聞來源：ICEJ 

文章日期：2022/07/1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39:13, 16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未成

形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

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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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篇 139:17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寶貴！其數何等眾多！ 

 
羅馬書 11:36 

因為萬有都是本於他，倚靠他，歸於他。願榮耀歸給他，直

到永遠。阿們！ 

 
禱告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的旨意。我們知道萬有都是為基督所造，

祢已預備每位新生兒在世的計畫，一切都寫在祢的生命冊上。

我們為美國推翻羅伊訴韋德案感謝祢。祈求全地教會此時能

看見所當擔的責任，堅定持守並宣揚祢的真理，對生命的重

視及對他們的愛。感謝祢讓 ICEJ慈惠事工和捐助者與祢同工，

守護更多懷孕的母親和腹中的胎兒並提供更多資源援助他

們。 

  



 

以色列家庭冒險取回 

稀有的衣索比亞版《詩篇》 

 

阿亞納．沃費拉達．塞內巴托（Ayanawo Ferada Senebato）

和他的堂哥們前往飽受內戰蹂躪的衣索比亞（Ethiopia），目

的是為贖回一部屬於他們祖先的古老方言聖經版本「奧利特」

（Orit，猶太經文，註：這字源於亞蘭文（Aramaic）「oreiyta」，

意思是妥拉，包含摩西五書以及約書亞記、士師記和路得記。） 

 

 
2022年 2月阿亞納．沃費拉達．塞內巴托（右）和家人在以

色列亞實基倫（Ashkelon）展示他們在衣索比亞貢德爾

（Gondar）附近取回的一部古老的奧利特。（照片來源：Yossi 

Zeliger/JTA） 

 



 

衣索比亞的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JTA 報導，三十年

前，當他們離開這個國家飛往以色列時，阿斯卡博．梅希哈

（Askabo Meshiha）一家留下了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與 1991 年回歸到以色列的許多其他衣索比亞猶太人不同，

他們沒有與任何親戚道別，還留下一本有著數百年歷史的

《詩篇》。此書是以衣索比亞的猶太神職人員使用的一種閃

族語（Semitic language）「蓋茲」（Ge'ez）寫成的。（註：

Ge'ez在一些學術文獻中被稱為古典衣索比亞語） 

 
這家人在立即接到通知後，不得不悄悄地帶著極少的行李離

開鄉下的家，前往首都阿迪斯阿貝巴，因此他們委託非猶太

鄰居保管這本書直到他們有機會前來取回。他們三十多年來

從以色列一直追蹤這本書的下落，即使他們的故鄉陷入內戰，

以及這本書最終落入一位要求支付巨額贖金的基督徒牧師

手中，他們也都從未失去能將它找回的希望。 

 
他們的堅持終於得到回報。 

 
三月，一連串不尋常的狀況終於使得這份文獻再次歸回到這

家人手裡。這份文獻源自於世上最古老具有豐富傳統之一的

猶太族群的罕見遺產。這家族現在希望修復這本書，並用它

來鞏固他們族群日漸消失的身份。 

 
「當我在 WhatsApp 的家族群組中發佈這本書的照片時，他

們都為之瘋狂，像是失散多年的親人回來了。」梅希哈四十



 

三歲的孫子阿亞納．沃費拉達．塞內巴托說道。他是一名記

者並積極倡議推動與衣索比亞以色列人相關的事務。 

 
今年初，塞內巴托與他的兩位堂哥排除了萬難抵達內戰肆虐

的衣索比亞北部。根據他們祖母在衣索比亞的朋友的說法，

擁有此書多年的基督徒牧師已被捕並需要保釋金出獄，於是

他們決定採取行動。 

 
在先前的談判中，牧師要求超過一萬美元才能釋出此書；但

現在迫於急需現金，同意以一千兩百美元的價格脫手。 

 
與塞內巴托一起登上飛往衣索比亞班機的有他的堂哥迦納

特．艾沙托．塞拉姆（Getnat Eshato Selam），一位有六個孩

子的父親，住在盧德（Lod），在本—古里安機場服務，他與

家人於 1991 年抵達以色列；還有大衛．馬爾薩．馬庫里亞

（David Malsa Makuria），住在亞實基倫，在一間自來水公司

工作。他們一起談成這筆交易，並將這本易碎的書籍用他們

帶來的以色列國旗包裹住。 

 
數十張 11 x 11 英吋的方形羊皮紙已從裝訂中散落，其他的

也都幾乎快脫落，但是仍然很容易辨認書中的重點：在多種

字型和顏色的墨水之間，有些部分是用紅色書寫的，這是凱

司（kes 阿姆哈拉語，意為拉比）對原作進行補充的一種方

式。 

 



 

 
2022年 2月阿亞納．沃費拉達．塞內巴托和家人在從衣索比

亞取回並偷運到以色列的奧利特（Orit）書是一部猶太經文。

（照片來源：Yossi Zeliger/JTA） 

 
懂得阿姆哈拉語的人甚至也無法用閃族語蓋茲（Ge'ez）閱讀

或交流，只有人數逐漸減少中的衣索比亞猶太屬靈領袖們才

能解讀這語言，而他們大多數的人現在居住在以色列。 

 
上週，他們到住在以色列南部迦特鎮（Kiryat Gat）的一位拉

比（凱司-kes）曼塔斯努．梅默（Mentasnut Memo）的家中，

使用這本書祈禱，這可能是至少三十四年來的第一次。他發

現這本書的其中一頁上寫著塞內巴托的曾曾祖父埃爾克申．

賽金（Erqshen Sequin）的名字。 

 
「當這本書能被讀出而且又發現我祖先的名字時，我感到非

常自豪和興奮。」塞內巴托說。 

 



 

塞內巴托表示，自己並不擔心違反衣索比亞禁止將具有歷史

意義的文物帶出國的法律，但他拒絕透露釋出此書的牧師姓

名，以免牽累留在那裡的人。 

 
「這本書在衣索比亞制定任何法律之前就早已在我家了。」

他說。 

 
年長的堂哥依稀記得在衣索比亞的時候，還見過這本書。他

們住在離阿迪斯阿貝巴東北方約二百五十英哩的塔納湖

（Lake Tana）附近的維納村（Vinerb）。 

 
「當時我太小，不記得了。」塞內巴托說。「但我們都覺得

它是我們家族的一部分，握著這本書時，就確實知道我們把

自己家族的一部份拿回來了。 

 
這本書對阿斯卡博．梅希哈（Askabo Meshiha）大家族的意義

遠不止於此。它是以色列少數奧利特（Orit）的文本之一，奧

利特（Orit）是希伯來聖經的衣索比亞版的變體，早於希伯來

標準化文本之先。這值得我們關注衣索比亞猶太人是何等的

古老久遠，有些人認為他們已有超過兩千六百多年的歷史。 

 
衣索比亞猶太人在 1980 年代開始移民以色列期間，帶來幾

本珍貴的奧利特書籍。每份文書都呈現出部份信徒的歷史、

對信仰的虔誠和拉比傳統的獨特性。以口相傳的奧利特在大

部分在衣索比亞地區和社區間已經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和改

變。 

 



 

 
學生與教師職員在特拉維夫大學韋納（Weiner）圖書館鑑識

奧利特。 （照片來源：Diana Pinto /特拉維夫大學） 

 
學術界意識到關於奧利特資料的匱乏，以及在幾乎所有衣索

比亞猶太人移民到以色列後，與奧利特相關的知識可能消失

的危險，特拉維夫大學於 2020 年開設世上第一個專攻衣索

比亞猶太人聖經的學術課程。 

 
「這些文化寶藏正在消失殆盡。」主責該計畫的研究員達利

特．羅姆－希洛尼（Dalit Rom-Shiloni）當時表示。 

 
梅希哈家族的抄本證明幾個世紀以來，從奧利特演變而來的

無文字記錄的禮儀。包括阿姆哈拉語（Amharic）和提格里尼

亞語（Tigrinya）的歌曲、拉比的詮釋及故事。（註：此兩種

語言皆屬衣索比亞閃族語系） 

 



 

因應梅希哈家族的要求，以色列國家圖書館的學者鑑定了這

抄本。他們認為這抄本大約有二百年的歷史，但其家族認為

應該不止於此，根據家族傳統，此書曾傳給一位生活在三百

年前的祖先。塞內巴托無意為學術目的捐贈此抄本。 

 
「我們把它帶到這裡，不是為了讓它坐落在某個博物館裡。

這本書需要被修復和使用。需要謹慎地、有意識地而有節制

地對待著，但是終究它是要被拿來使用的。」他說。 

 

 
衣索比亞聖經手稿（照片來源：Faitlovitch Collection/TAU） 

 
經過幾十年的同化，人們對衣索比亞的猶太傳統重新產生了

興趣，因而大大提升使用這本書的機會。幾十年來一直被以

色列忽視的衣索比亞猶太人主要節日「司德」（Sigd），自

2008 年被列入以色列國定假日的官方日曆之後逐漸受到認

可，而且年輕的以色列衣索比亞人對他們族群正在消失的傳



 

統亦發感興趣。（註：Sigd 為蓋茲語（Ge'ez），意為俯伏。

字根與亞蘭文相關，意為在敬拜中俯伏） 

 
全球對種族歧視的認知激發這日益增長對衣索比亞猶太人

的關注。許多衣索比亞裔以色列人聲援「黑人的命也是命」

運動，理由是他們在以色列也經歷過種族歧視。 

 
塞內巴托說到他家族的這本書可以證明，衣索比亞猶太人不

需要依靠美國或其他地方的運動來定義他們的族群。 

 
「這兩千多年衣索比亞猶太文化的切實證據是很強大的。」

塞內巴托說，「需要拿來提醒我們族群的年輕人，他們是來

自衣索比亞的猶太人，生活在猶太人的土地，而這就是本書

中的真實故事。」 

 
新聞來源：TOI 

文章日期：2022/07/08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19:111 

我以你的法度為永遠的產業，因這是我心中所喜愛的。 

 
詩篇 119:130 

你的言語一解開就發出亮光，使愚人通達。 

 



 

歌羅西書 3:11 

在此並不分希臘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

人、西古提人，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

住在各人之內。 

 
禱告 

親愛的主，祢的話語帶有能力且絕不返回。遵守祢話語的人

是蒙福蒙保守的。感謝祢讓在以色列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尋回

並恢復屬於他們族群的書卷。祈求主向他們解開你的話語，

開他們的眼能更深地找到他們身分的真正根源，就是屬於耶

穌基督的族群。願他們得到救贖之恩，在基督裡成為新造的

人，因著真理得以真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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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