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EJ 的異象 你們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對耶路撒冷說安慰的話。（賽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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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 E J 帶領 1 , 2 0 0 名衣索比亞猶太人
回到以色列的家

2017年
歸回者移民

重返以色列Aliya事工
我們協助超過3,000名

阿利亞歸回者

12月21日週四傍晚一批共計82名衣索

比亞猶太移民抵達以色列本．古里安

機場，這使得在過去一年來，東非歸

回的猶太人滿了達至1,200名，此計畫

是由猶太移民事務局與耶路撒冷國際

基督徒使館贊助奉獻支持的航班。



估計到一月底前，將有1,300名衣索比亞猶太人抵達以色列，成為這個古老猶

太社區第一年「移民歸回」的一部分。以色列政府最初的計劃是要每年帶回

1,300名社區成員，直到在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與貢達爾（Gondar）

剩餘的9,000名法拉沙穆拉(Falash Mura)「註: Falash Mura是指衣索比亞的貝塔以色列

居民，二十世紀期間他們在壓力下皈依基督教」能重新在以色列與家人團聚。以色列

內閣目前尚未批准第二年度、即2018年有關衣索比亞「阿利亞專機」 「註: 阿利

亞Aliyah這名字在20世紀被當做給移民至以色列之猶太人的名字，許多猶太人認為有代表回

到聖地/應許之地之意」計劃之預算及配套方案。一旦以色列政府批准了這個計畫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ICEJ)將立即展開募款作業以支持第二年的衣索比亞

「移民歸回」重返以色列。

ICEJ在過去的這一年間已投注奉獻120萬美元以支持衣索比亞猶太人歸回事工，

包括為了幫助這些猶太社區適應以色列的新語言和新文化、尚在摸索期間所需

投入的額外資金。來自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一齊效力於這個人道救援計畫，也包

含了來自台灣；其中更有的是非洲基督徒的慷慨奉獻。

ICEJ主席優根．布勒博士(Dr. Jürgen Bühler)表示：「猶太百姓對於現代以色列的

盛大歸回的熱潮仍在持續，而我們機構能夠在這歷史性的歸回錫安運動中扮演

核心角色，實在是莫大的恩典與喜樂。我們知道最近這一批剛從衣索比亞歸回

的猶太人都將成為新造的人、和過去不再一樣了，他們不僅回到他們的家族之

中，而且也將確實成為這個現代奇蹟以色列的一部分，這些家庭中有些已經分

離超過20年以上，能夠幫助他們回到猶太故土團聚，對我們來說真是無比的光

榮。」

2017年，ICEJ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一共幫助了超過3,000名猶太人歸回以色
列，包括從衣索比亞(1,200名)、俄羅斯(1,100名)、白俄羅斯(800名)、烏克蘭
(70名)以及印度(50名)還有其他國家。這項贊助計畫始於1980年，迄今ICEJ已幫
助將近14萬名猶太人歸回到他們在聖經當中的故土，這段期間內，大約有猶太
人總人口10%的人曾經由ICEJ支持協助成為阿利亞(Aliyah)。

這代表已有超過5仟萬美元的資金奉獻投入在這項事工上，多數的支援以支持
前蘇聯共和國的猶太移民，但也有許多是支持來自於西歐、北非及南非地區，
也有支持印度和中國開封的少數猶太移民。所有奉獻支持皆透過猶太機構與以
色列政府指定的民間組織，大家緊密合作來統籌運用。而重要的是，透由ICEJ
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來整合奉獻，也使得以色列政府與眾猶太百姓看見基
督徒們的委身與基督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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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摩司書9:14-15

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擄的歸回；他們必重修荒廢的城邑居住，栽種葡萄

園，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園，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將他們栽於本

地，他們不再從我所賜給他們的地上拔出來。這是耶和華─你的神說的。

歌林多後書5:17-18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一切都

是出於神；他藉著基督使我們與他和好，又將勸人與他和好的職分賜給

我們。

親愛的天父：

我們為著衣索比亞的猶太人歸回向祢獻上感恩，特別是這些與家人相隔

20年才再次見面的。是主的親自呼喚祢的百姓歸回，感謝主讓我們不但

可以參與在猶太長兄歸回的服事當中，也讓以色列的政府及百姓看見彌

賽亞信徒的我們對他們的支持與愛。求主為仍然在衣索比亞等候歸回的

長兄預備他們的道路，讓所需要的文件都能核發並且所需的費用都充足。

主我們也為著已經歸回到以色列的衣索比亞猶太長兄禱告，求主幫助他

們與社會、社群有好的融入，並且在語言上能有好的學習，有美好的新

生活。幫助他們能找到適合的工作，在祢所應許的這塊土地上，吃他們

自己所栽種的，並且得著豐盛。求主對他們吹氣，我們禱告他們不單是

要在以色列有全新生活，他們要在基督耶穌裡得著救恩，在基督裡成了

新造的人。奉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



親愛的禱告夥伴們，

新的一年正在世界的劇烈變化中開始了。與以色列發展最為相關的就是美

國政府正式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國歷來的首都。此宣示帶給許多人身在

以色列有極大的喜樂，同時，也立即引發了很多其他國家公開反對的聲音。

然而，需要強調的是，耶路撒冷的地位早已得到認同，不是由任何國家、

政治家或是國際機構所決議，而是從天上來的判決。上帝宣告祂自己的城

為上帝之城。

詩篇2:1-6

外邦為什麼爭鬧？萬民為什麼謀算虛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齊起來，

臣宰一同商議，要敵擋耶和華並他的守膏者，說：我們要掙開他們的

捆綁，脫去他們的繩索。那坐在天上的必發笑；主必嗤笑他們。那時，

他要在怒中責備他們，在烈怒中驚嚇他們，說：我已經立我的君在錫

安---我的聖山上了。

神立了這座城和這城的君王。無論列國如何決定，祂的旨意必成就。

然而，耶路撒冷確實是一座能夠決定一個國家是被祝福或是被詛咒的城市。

神警告每個想要舉起那塊重石的國家：他們「一定會使自己受傷」。（撒

迦利亞書12:1-3）因此，川普政府關於耶路撒冷的宣示並不是使我們愉快地

放鬆下來，而是作為一個啟動的信號。我們已經看見諸國競相舉起那塊重

石，試圖比其他國家舉得更高。一些國家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根（Erdogan）

的帶領下，威脅要將他們的使館遷至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為虛擬巴勒

斯坦國的首都。安理會已經聚集譴責川普總統的決定，幸虧因美國果斷行

使一票否決權而被叫停。我們預期這些趨勢在未來的幾週內會愈演愈烈。

來自ICEJ 耶路撒冷的以賽亞62 代禱信



當你讀到這裡，你可能會認為自己缺乏地上的權能來影響這些國際全球

事務。然而神的話提醒我們，作為信徒，我們在耶穌基督裡是」與祂一

同坐在天上的「 (以弗所書2:6)這天上是全宇宙最有權能的地方。

而且，神的話語給予我們巨大的信心，藉著懇求和出於信心的禱告，來

到天上祂的施恩寶座前。神應許我們的禱告是有極大功效的(見雅各書

5:16)。這樣出於信心的禱告能夠征服國度，得著應許，封住獅子的口，

撲滅烈火的猛勢，打退外邦的全軍等等。（見希伯來書11:33-35）

因此，讓我們用新年最初的幾週來宣告神對耶路撒冷的旨意，向整個世

界的審判官祈求你的國家，你所來自的那個國家，在神對其所愛的城的

旨意上，與神站在一起。這樣的禱告不僅會影響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也

會影響你自己的國家，會釋放神的祝福臨到你的國家。

請您在禱告上，虔誠地考慮加入我們，用一個月的禱告來開始這一年。

也許你甚至想要禁食幾天或是在一週中的某一天禁食。在這裡耶路撒冷，

一月份的每週三是我們禁食禱告的日子。我們一天三次聚集尋求神。當

我們如此做的時候，我們邀請您加入我們。請您知曉，在這一週裡，當

您尋求神的時候，來自140多個國家數以千計的信徒和您在一起，一同

尋求神。如果您是一位牧師，請考慮宣佈一月份為會眾聚在一起禱告的

特別月份。我相信神會回應我們的禱告，我們將一起執行偉大的戰績。

陸續地，台灣ICEJ將從耶路撒冷向您寄送禱告更新內容。

祝福您，2018極多的祝福與突破臨到您！

在耶穌基督裡，

來自耶路撒冷總部的優根主席



Credit : ICEJ

2 0 1 8年1月代禱重點

一、為以色列禱告

◈政府◈

作為對美國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的回應上，有許多外交對策和倡議
正在被制定。請為以色列的領袖們和盟國能夠阻止或消除傷害以色列的舉
措禱告。

聖殿山仍將繼續成為猶太人和穆斯林之間衝突點，請禱告祈求神顯明對聖
殿山的旨意。

腐敗問題持續地妨礙政治進程，破壞以色列公眾對其領袖們的信任和信心。
請為腐敗調查能夠得出迅速公正的結論禱告。

以賽亞書26:1-2

當那日，在猶大地人必唱這歌說：我們有堅固的城。耶和華要將救恩

定為城牆、為外郭。敞開城門，使守信的義民得以進入。

尼希米記4:19-20

我對貴胄、官長和其餘的人說：這工程浩大，我們在城牆上相離甚遠，

你們聽見角聲在哪裡，就聚集到我們那裡去。我們的 神必為我們爭

戰。

約翰福音12:31

現在這世界受審判，這世界的王要被趕出去

◈阿利亞◈
截至今天1/2為止，以色列內閣國會尚未批准通過2018年阿利亞融合中心
預算「此融合中心是接待歸回移民者居住在一大社區內，猶如中途之家，
以學習以色列當地猶太人的生活文化、希伯來語言、與其他技能」。 請
為以色列政府禱告，能夠盡快通過阿利亞預算專案，以至落實歸回者需
要。

箴言28:14

常存敬畏的，便為有福；心存剛硬的，必陷在禍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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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請為以色列邊境社區的安全和援助禱告。當哈馬斯和其他伊斯蘭派系想要
激怒以色列時，他們就會在迦薩走廊和以色列之間的邊境發射迫擊炮彈和
短程火箭；請為這些社區保持堅強，不受心理或身體傷害而禱告。

請為以色列海基導彈防禦系統C-Dome的成功布署禱告，使這個系統有效地
保護好以色列在地中海地區重要的天然氣設施。

請為以色列國防軍和邊境駐防警察部隊禱告，使他們即使在被巴勒斯坦抗
議者嚴重激怒的情況下，仍舊能夠持守軍隊的純正，明智地使用武力。

請禱告使真主黨通過販毒牟利購置武器的計劃被國際社會嚴厲處罰，並且
該組織和他的贊助國伊朗會因他們的這些行為而公開蒙羞。

使徒行傳2:1-2

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

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

詩篇126:1

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做夢的人。

路加福音8:25

他們又懼怕又希奇，彼此說：這到底是誰？他吩咐風和水，連風和

水也聽從他了。

◈社會◈
因以色列旗艦蒂瓦製藥公司 (Teva)裁員而引發的勞動爭議和總罷工已經嚴
重影響了以色列。請為以色列的工人、商業領導人和政治家們禱告，使他
們能在有效營運和向員工提供公平補償和工作安全感之間找到平衡。

請繼續為更多降雨禱告。水資源對以色列環境、經濟和鄰國的穩定關係是
非常需要的。

請為以色列建國70週年禱告。這是一個對以色列的屬靈未來充滿喜樂和盼
望的時刻。



Credit : ICEJ

士師記1:3

猶大對他哥哥西緬說：「請你同我到拈鬮所得之地去，好與迦南人爭

戰；以後我也同你到你拈鬮所得之地去。」

申命記33:29

以色列啊，你是有福的！誰像你這蒙耶和華所拯救的百姓呢？他是你

的盾牌，幫助你，是你威榮的刀劍；你的仇敵必投降你，你必踏在他

們的高處。

以賽亞書60:12-13

哪一邦哪一國不事奉你，就必滅亡，也必全然荒廢。利巴嫩的榮耀，

就是松樹、杉樹、黃楊樹，都必一同歸你。為要修飾我聖所之地，我

也要使我腳踏之處得榮耀。

二、為列國禱告

◈中東◈

請為以色列潛在盟國禱告，如埃及、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使她們不會因川普總統對耶路撒冷的宣示而從公眾那裡遭到太多壓力致使

他們與以色列保持距離。

請為伊斯蘭國ISIS禱告，使它塑造事件和其影響穆斯林思想的能力永久地

被廢除。也為穆斯林能夠看見基督的光禱告。

請為俄羅斯對中東問題的參與禱告，使之不會使企圖傷害以色列的國家因

此受益。

請為敘利亞在不久的將來即將浮現的政治秩序會使得敘利亞百姓向前邁進，

而不僅僅使阿薩德政權得到進一步鞏固禱告。

箴言28:10

誘惑正直人行惡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裡；惟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



三、為台灣ICEJ與總部ICEJ禱告

請為總部在海法之家給大屠殺倖存者新建的房屋工程計劃和財務供應禱

告。

請禱告在2018年參與支持台灣ICEJ與總部事工的人數會增加。請為我們禱

告，使我們在2018年裡，在神的帶領下，針對台灣、全球華人和以色列

的策略，能夠滿足父神的心意並祝福台灣與華人教會。

禱告祈求神保護我們脫離仇敵的攻擊，無論是台灣ICEJ與在耶路撒冷總部

並全球的領袖滿有健康與興盛。

請為我們的援助項目的計劃和財務供應禱告，使我們能夠最有效地祝福

到最多的人。

馬太福音18:14

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裡失喪一個。

歷代志上4:10

雅比斯求告以色列的 神說：「甚願你賜福與我，擴張我的境界，常

與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難，不受艱苦。」 神就應允他所求的。

路加福音10:2

就對他們說：「要收的莊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

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

詩篇10:3-4

因為惡人以心願自誇，貪財的背棄耶和華，並且輕慢他（或譯：他祝福

貪財的，卻輕慢耶和華）。惡人面帶驕傲，他一切所想的都以為沒有神

但以理書2:20-21

神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亙古直到永遠！因為智慧能力都屬乎他。他改

變時候、日期、廢王、立王，將智慧賜與智慧人，將知識賜與聰明人。



銀行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
徒協會
中國信託（代號:822）內湖分行
帳號：4515-4017-1624

關於 I C E 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ICEJ)為一非營利機構，1980年成立，總
部在耶路撒冷，全球近90個國家設有辦事處，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正式
於2012年，並在內政部登記立案為「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
為全球第一個華人分部。過去36年來，我們致力猶太人回歸，透過各種慈惠工作
幫助、安慰以色列，於以色列危難時提供實質且及時的幫助，成為眾教會愛以色
列的平台，更是列國教會與猶太人和好的橋樑。並向世界傳遞愛以色列 的訊息，
站立抵擋「反猶主義」。自1980年，每年住棚節舉辦之特會及耶路撒冷遊行已安
慰、鼓勵許多猶太人。歡迎以禱告、奉獻、義工、加入會員等方式參與。

海法之家（Haifa Home）：大屠殺倖存者之家，以色列境內仍有約18萬位倖存者，許多為獨

居，或是受身心疾病之苦。

猶太人回歸（Aliyah）：肩並肩計畫 幫助移民建立新生活，紅地毯計畫 提供回歸移民機票，

及各種回歸申請諮詢。地平線計畫 幫助新移民接受教育，特別是衣索比亞年輕回歸移民，建

立生活能力。 開封猶太人及印度瑪拿西支派回歸：包含機票、回歸後生活，語言學習等。近

期，台灣ICEJ參與資助五位年輕開封猶太人。2015以及2016年我們仍持續幫助開封及烏克蘭猶

太人回歸。

婦女：遭受暴力或是墮胎邊緣的婦女，以降低以色列墮胎率。

希望計畫：對烏克蘭奧得薩市中生活面臨危機的猶太孩童提供緊急救助以及教育援助計畫。

危機基金：防空洞建置、恐怖攻擊時臨時的安頓、防空洞內飲食及用品。提供資金援助，讓

接受恐怖攻擊受難者接受創後壓力症候群（PTSD）心理輔導等。

常受恐怖攻擊區域（如靠近迦薩走廊的Sedrot）青少年的陪伴及輔導。

貧窮者：大約25%以色列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許多兒童及年輕人則是營養不良。我們提供

婦女或是殘障人士職業訓練，以幫助打破貧窮的循環。

阿拉伯基督徒：扶持基督徒、婦女職業訓練、兒童/青少年課輔及電腦設備。

我們在以色列的慈惠專案

連 絡 我 們 聯絡人：李怡佩 臉書：ICEJ Taiwan  華語 網站：www.icej.org.tw

電郵：icej.taiwan@gmail.com 電話：02-7736-6250         傳真：02-8192-6895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民權東路3段178號8樓

郵局戶名：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
協會
郵局（700）世貿分支代號(0010) 
劃撥帳號：50251805

奉獻 （信用卡或外幣奉獻，請與我們聯繫）

線上奉獻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