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以色列與阿聯酋建交後的 

國內局勢禱告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TOI 

 

儘管多數以國政治人物讚許與阿聯達成協議， 

但右派人士痛批併吞計劃遭擱置， 

屯墾區居民則哭訴被政府背叛 

 

在美國居間斡旋下，促使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nited Arab Emirates) 達成關係正常化的協議，週四（8/13）

消息一出，在猶太國各政黨派系間受到熱烈的歡迎。但強硬

右翼人士與屯墾區首長則強力抨擊這項協議，因協議中要求

以色列政府暫停約旦河西岸的併吞計劃。 

 

 

2020.08.19   猶太曆 5780   翻譯：詳內文   編審：雲嵐牧師 

你們要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愛你的人必然興旺！ 

詩篇 122:6 



 

 
2020 年 6 月 1 日（由左至右）撒瑪馬利亞地區議會主席尤西·達根 

(Yossi Dagan)、聯合右翼黨國會議員艾耶勒·沙凱德 (Ayelet Shaked)、

約旦河谷暨耶沙  (Yesha) 地區議會主席大衛 ·埃爾哈亞尼  (David 

Elhayani) 和聯合右翼黨主席納夫塔利·貝內特 (Naftali Bennett) 在以

色列國會參與聯合右翼黨黨團會議。(Courtesy) 

 

 

根據以色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AE）和美國發表的聯合聲

明，以色列已同意暫停約旦河西岸的併吞計劃，以換取與阿

聯之間關係正常化。以色列和阿聯代表將在未來幾週會面，

簽署有關投資、旅遊、直航、安全與互設大使館等方面的雙

邊協議。 

 

國防部長和藍白聯盟主席甘茨（Benny Gantz）對於兩國關係

正常化的消息表示歡迎，他讚許協議中各方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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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外交部長阿胥肯納吉 (Gabi Ashkenazi) 表示：「這項

協議展現有意追求地區繁榮與區域穩定的國家之間的結盟，

並強調以色列有心與各鄰國達成永久和平。」與阿拉伯聯合

大公國建立正式關係，將打開「達成更多協議」的大門。阿

胥肯納吉也對納坦雅胡暫停單方面併吞約旦河西岸的計劃

表示歡迎。 

 

以色列總理發言人指出，阿胥肯納吉和甘茨並未被事前告知

這項協議，並表示總理是在消息發布前才讓兩人瞭解最新情

況。 

 

 
2019 年 11 月 18 日，甘茨（右）和亞伊爾．拉皮德 (Yair Lapid) 在以

色列國會。(Hadas Parush/Flash90) 

 

 

反對派成員也對這項突破表示歡迎。 

 



 

未來黨 (Yesh Atid) 黨魁亞伊爾．拉皮德 (Yair Lapid) 稱這項

協議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關係正常化的重要一步。這一

步即證明，協商並達成協議才是以色列外交關係應走的方向，

而不是採取會損害以色列國家安全的單方面行動，例如兼併。

我要感謝川普總統對這項協議的支持。」 

 

以色列聯合政府內，立場中間偏左的工黨（Labor），以及反

對派左翼政黨梅雷茲黨（Meretz）黨魁也發表類似看法。工

黨黨魁阿米爾·佩雷茨（Amir Peretz）表示：「『這項協議代

表』為了達成全面和平協議 （Peace Agreement），採取政治

協商之路，就能夠走向全面的和平協定（Peace Accord），並

帶來政治與經濟繁榮。當然也就能夠維護以色列這個猶太民

主國家。」佩雷茨對這項協議表示歡迎，同時也希望與巴勒

斯坦政府達成類似協議。 

 

 
2020年 2月 12日，時任國防部長的納夫塔利·貝內特 (Naftali Bennett) 

在大選前舉行聯合右翼黨競選活動。(Tomer Neuberg/Flash90) 



 

貝內特表示：「納坦雅胡沒能抓住機會，也沒有足夠勇氣，

在以色列任何一片土地上行使主權，實在可悲。」 

 

 
2018 年 10 月 29 日，位在中間的米莉·芮格芙 (Miri Regev) 與阿聯官

員一同參觀阿布達比的謝赫扎耶德大清真寺  (Sheikh Zayed Grand 

Mosque)。(Courtesy Chen Kedem Maktoubi) 

 

 

兩位利庫德黨 (Likud) 部長也同樣表達不滿。米莉．芮格芙 

(Miri Regev) 表示，達成協議絕不能以擴張主權為代價。尤利．

埃德爾斯坦 (Yuli Edelstein) 指出：「我們向利庫德黨選民承

諾要擴張主權，我們就必須堅守立場。」 

 

屯墾區首長的砲火更猛烈，由屯墾區市長組成的聯合耶沙議

會 (Yesha Council) 主席認為，納坦雅胡已「背叛」所有生活

在綠線 (Green Line) 之外的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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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補充道：「納坦雅胡曾一再承諾，要在猶大 (Judea)、撒瑪

利亞 (Samaria) 和約旦河谷 (Jordan Valley) 行使以色列主權。

我們曾經面對面舉行會議，他向我們保證，要努力達成這項

目標。這是他競選時的主要政見，他欺騙我們，也欺騙西岸

地區近 50 萬居民和數十萬選民。」貝特·埃爾 (Beit El) 屯墾

區的夏·亞隆 (Shai Alon) 市長指控納坦雅胡出賣這個主權運

動。 

 

 
2020 年 2 月 4 日，位在以色列總理耶路撒冷辦公室外，屯墾區首長

坐在支持維護主權  (Pro-Sovereignty) 運動的帳篷內。(Gush Etzion 

Regional Council) 

 

 

埃夫拉特 (Efrat) 市長奧德·雷維維 (Oded Revivi) 是綠線之

外唯一突顯不同的聲音。他支持這項協議，稱暫停兼併計劃

是維繫正常關係需要付的「合理代價」，同時預期人們對屯

墾區的看法會大為不同。 



 

很顯然，納坦雅胡瞭解這項消息，可能會流失他的基本盤選

民。因此他對記者表示，他並沒有打算放棄併吞計劃，他只

是為了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達成協議，在川普政府的要求下，

暫時擱置這項計劃。 

 

新聞日期：2020/8/13 

. 

 

 
清心的人有福了，他們必得見神。為屯墾區年輕猶太百姓禱告遇見真

神耶穌基督。(Credit: Flash90) 

  



 

箴言 21:1-3 

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好像隴溝的水隨意流轉。人所行的，

在自己眼中都看為正；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行仁義公平比

獻祭更蒙耶和華悅納。 

 

使徒行傳 1:6-8 

他們聚集的時候，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

時候嗎？耶穌對他們說：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

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

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

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以色列國中內部政局穩定禱告，求主

恩待納坦雅胡總理有從祢來的智慧與判定知道如何面對接

下來的局勢，為著屯墾區首長與百姓禱告，求主安慰他們受

傷的心，也使他們有從祢來的洞見，知道面對巴勒斯坦一直

在向其他中東國家找資源以及以色列面對伊朗這匹豺狼，需

要斷開惡勢力連結；在神的時刻裡會有事半功倍的果效，我

們為著以色列內部有一致齊心努力面對外在的勢力禱告，為

著納坦雅胡更多地倚靠神行出公義公平禱告，因為王的心在

神的手中如同瀧溝的水隨意流轉。天父，我們也禱告華人在

現今時刻領受聖靈，得著能力，幫助猶太長兄更多地在福音

上效力。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損失的一年 
翻譯：豐盛|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JP 

 

以色列工人銀行專家警告， 

2020 年會是「損失的一年」 

 

儘管以色列似乎在提供人民金援上有不錯表現，但里奧·賴德

曼教授警告，數字代表「這項決定，我們無從看出成效」。 

 

 
以色列最大第一銀行，工人銀行 Bank Hapoalim. (photo credit: AVIV 

GOTTLIEB) 

 

里奧．賴德曼 (Leo Leiderman) 教授對數位專家小組的成員

於週四（8/13）提出關於新冠肺炎危機與工人銀行持有投資

市場的展望時表示，2020 年將是「損失的一年」。 



 

他警告：「冠狀病毒疫情結束之後，世界將不再一樣」，意

味著將無法再回復「往常的業務」。 

 

目前以色列新冠病毒的新增病例數僅次美國。賴德曼表示，

隨著冬天到來，季節性流感開始流行，會進一步增加發生併

發症的風險。 

 

美國聯準會 (Federal Reserve) 主席鮑威爾 (Jerome Powell) 

對記者表示，當世界各國努力在尋找遏制病毒方法的同時，

經濟情勢將隨著疫情發展而變化。他表示：「第二波疫情比

我們預期的發生時間更早。」 

 

賴德曼表示，以色列乃至世界各國都處於經濟衰退。美國（-

32.9％）和歐盟（-40.3％）在上一季的 GDP 表現明顯下滑。

以色列預計在本週日公佈 GDP 數據。他解釋道：「我們都變

窮了。」 

 

目前有 100 萬以色列人面臨失業，其中有 80%的人被迫休無

薪假。賴德曼聲稱：「很顯然，沒有人認為這些人會重返工

作崗位，充分就業。」 

 

就業市場正利用這次危機，進行各項結構性轉型。這些變化

包括使用機器人、進行數位化，並提供彈性工作型態，其中

包括遠端工作，並減少辦公室時數。 

 



 

賴德曼表示「我們希望新政府成立後，能有助於銀行投資更

多與基礎設施、綠能和道路修築等相關工作」，他似乎指的

是銀行業專家支持以色列正走向選舉的看法。 

 

賴德曼表示，以色列名列對人民提供最多援助的國家之一，

但指出數字代表提供援助的「這項決定」。 

 

「但我們卻無從判斷成效」，這表示我們不知道實際提供多

少援助，以及以色列人決定如何運用這項援助。他強調：「世

界各國銀行和財政部都同意，要竭盡所能地」印鈔票和舉債，

雖同時會增加財政赤字，但是為了不讓暫時的危機造成永久

性的影響。 

 

他指出某些驚人的發現，例如納斯達克指數 (NASDAQ) 上漲

了 20%。證明某些市場表現良好，其中包括電子商務和數位

串流平台。 

 

工人銀行金融市場部主管科比·沙洛姆 (Kobi Shalom) 表示，

以色列科技市場的交易量下滑了 27%，而「真實世界」市場

的交易量則下滑了 48%。 

 

他指出，全球市場有 2.5 兆美元的資金在「等待」一個「好

的」投資機會。他表示：「購買『某個』好的『投資』很重

要。但如果市場不好，投資什麼都不會有差別。」 

 



 

 

 

工人銀行金融

市場部主管科

比 · 沙 洛 姆 

(Kobi Shalom)。

(Credit: Raya 

Altman) 

 

 

 

他將食品和農業科技列為「重點」市場，而將目前旅遊或航

空業列為「非重點」市場。 

 

以美國居家用品公司 Bed Bath and Beyond（中譯：萬能衛浴

公司）為例，他認為零售市場會如同這家美國公司所達成的，

在新冠肺炎期間出現反彈。這家公司之所以銷售出現反彈，

是因為他們將店面改造為提貨和物流中心、投資線上服務，

並出售資產以取得維持營運所需資金。對沙洛姆（Shalom）

來說，這是很好的範例，說明在銷售意外下滑 50%的時候，

如何存活下來。 

 

他預料雅詩蘭黛（Estee Lauder）和 Levi‘s（中譯：利惠公司）

不會這麼快從市場消失。賴德曼提出其他更審慎樂觀的看法，

美國房地產市場可望持續成長。儘管世界各國政府採取各樣

極端措施，但「我們不曾看到通膨急遽升高的跡象。」 

 



 

在被問到疫苗成功問世後會出現的情況，他提到中國的例子。

中國消費者不如預期般想要回到購物中心，就表示這類疫苗

消息不是讓世界擺脫未來經濟低迷的特效藥。 

 

當談到假設有疫苗問世的情況，他表示：「我自己不會是第

一批上飛機或參加音樂會的人。」工人銀行正準備成立另一

個專家小組，以因應新冠肺炎期間以色列房地產市場的狀況。 

 

新聞日期：2020/8/17 

 

 

 
為以色列經濟禱告。(感謝台灣 ICEJ 提供照片) 

  



 

歷代志下 19:8-9 

約沙法從利未人和祭司，並以色列族長中派定人，在耶路撒

冷為耶和華判斷，聽民間的爭訟，就回耶路撒冷去了。約沙

法囑咐他們說：你們當敬畏耶和華，忠心誠實辦事。 

 

馬太福音 4:3-4 

那試探人的進前來，對他說：你若是神的兒子，可以吩咐這

些石頭變成食物。耶穌卻回答說：經上記著說：人活著，不

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以色列現今因著疫情有百萬人失業來

到祢面前禱告，這個國家才 900萬人口卻已有 100萬人失業，

求主恩待憐憫。我們為著人心柔軟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來

仰望神，同時為著內閣部會各個首長敬畏神，忠心誠實辦事

禱告，使做官的有為父為母的心，使人民和政府有齊心抗疫

的決心。求主振興以色列經濟，使他們在這些時刻，能夠因

著內閣各部門的同心合意, 而為人民為國家謀福利並效力。

願華人為主興起，不僅在觀光，更是在農業與科技連結上有

所助益，使華人祝福以色列的經濟，與猶太百姓同領受從上

帝來的恩澤。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MBB 以血淚走出堅定的信仰 
 

翻譯：陳思吟|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israel today  

 

回轉向基督： 採訪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擁有穆斯林前身的背景者告訴「以色列今日報」媒體，為什

麼他們是如此地勇敢離開伊斯蘭信仰變成基督徒。 

 

 
(Photo Credit: Hadas Parush/Flash90) 

 

 

伊斯蘭國肆虐敘利亞和伊拉克之後，愈來愈多的阿拉伯穆斯

林對他們的信仰提出質疑，他們意識到散播死亡和毀壞，根

深蒂固存在於古蘭經和聖訓中的伊斯蘭教義。 

 



 

發現自己身處這種情況的人，在阿拉伯世界中有教會已經準

備要接納這些考慮基督教信仰的人。 

 

我們許多的讀者們將會認識「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  

以下是他們的故事。 

 

「他們所信的上帝，不是我的主」 

 

26 歲敘利亞人阿赫邁德（Ahmad），一出生就是穆斯林，但

今日的他經常上教會。他向以色列今日報媒體表示，「如果

這些激進的穆斯林恐怖組織代表伊斯蘭教，我就再也不想當

個穆斯林了。他們所信的上帝，不是我的主。」 

 

敘利亞一直以來都禁止改教，那些選擇改教的人通常會遭到

他們的家人和社區所排斥拒絕。 

 

55 歲的侯賽因（Hussein）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首都艾比爾

的一間新教教會工作。他告訴我們：「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前，

在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的統治下，禁止從伊斯蘭

教改信基督教，反之亦然。當伊斯蘭國來的時候，處境更加

的危險，你甚至很難想像離開伊斯蘭信仰，因為恐怖份子會

將你當場處決。」 

 

這裡的人仍在努力克服在過去十年裡恐怖主義所帶來的心

理創傷和殘酷強加的伊斯蘭教法，來自伊拉克的奧馬爾

（Omar）說：「現在許多阿拉伯世界中的穆斯林對基督教保

持著開放的態度。」 



 

他解釋說：「這裡大多數改信耶穌的穆斯林，是因為激進的

穆斯林恐怖份子對這裡的人還有他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沒

有人是被迫從伊斯蘭信仰改教，我們所做的就是禱告和傳遞

愛與寬容的精神。」 

 

 

 「我所尋求的信仰」 

 

來自利比亞的技工阿里（Ali）表示，他在 2017 年初被伊斯蘭

國監禁了 10 個月後，就改信基督教了。因為當時他沒有當個

虔誠的穆斯林，所以慘遭伊斯蘭恐怖份子嚴刑拷打。 

 

那次受苦使他開始質疑自己的信仰。他聽說附近有一間 2009

年建立的教會，願意接納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阿里決定要

去參觀。 

 

阿里：「我沒有花很多時間就明白基督教是唯一通往救恩的

路。」 

 

與幾乎所有案例一樣，阿里放棄伊斯蘭信仰，代表他要與家

人斷絕關係。但是他仍然抱持著盼望，希望有一天他的家人

能原諒他，並且他們也能夠信耶穌。 

 

 

 

  



 

「我選擇地獄」 

 

和阿里一樣，現年 41 歲的伊拉克人菲拉斯・傑耶德（Firas 

Jayed），今日居住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

在目睹了伊斯蘭國和伊朗民兵在伊拉克的暴行後，他從伊斯

蘭教改信基督教。 

 

「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會恐嚇人民，恐嚇結束後再去清真寺向

真主祈禱。 伊斯蘭國與伊朗民兵唯一的差別就是伊斯蘭國

會砍掉你的頭，而伊朗民兵則會朝著你的背後開槍。」 菲拉

斯回憶道。 

 

但是改信耶穌只會使他更有可能成為他們的目標。菲拉斯表

示，伊拉克當局對他判處了六個月的監禁和酷刑，後來還撤

銷了他的醫藥學學位，還讓他慘遭解僱。當伊朗支持的民兵

威脅要殺死他時，菲拉斯的兄弟們幫助他逃離了伊拉克，儘

管他們是穆斯林，他們同樣面臨了死亡威脅。 

 

「如果天堂屬於穆斯林的，那我寧願下地獄，就不用和他們

度過永恆。」菲拉斯感嘆。 

 

這些故事的共通點就是，伊斯蘭深根蒂固的暴力和仇恨驅使

穆斯林考慮和改信基督教。與某些主張不同的是，這兩種宗

教完全相反。伊斯蘭在他們神聖的經典中所訴求的是仇恨與

暴力，而基督教所宣揚的則是愛與和平。 

新聞日期：2020/8/14 

 



 

約書亞記 1:9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

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腓立比書 4:1 

我所親愛、所想念的弟兄們，你們就是我的喜樂，我的冠冕。

我親愛的弟兄，你們應當靠主站立得穩。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曾經是穆斯林背景的主內家人們禱告，

他們在信仰上的堅定與血淚的生命經歷是我們所學習的對

象，因著愛祢，他們選擇那唯一的真理。因為在祢的裡面有

愛與憐憫，自由與恩典，他們嘗到了主恩滋味的美善。如今

我們要為著仍在掙扎想要歸信基督卻仍身陷危險的穆斯林

禱告，求主恩待憐憫保護他們，使他們剛強壯膽，不懼怕也

不驚惶；經歷無論他們往哪裏去，天父祢必與他們同在。天

父，我們為著已信主曾經是穆斯林的主內家人們禱告，他們

是祢的喜樂，必要得著那生命的冠冕，求主堅立他們的信心，

他們所禱告看重的家人，祢必也看重，盼望他們肉身的家人

能夠早早信主歸入祢的名下。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

阿們。 

 

 

 

  



 

年輕衣索比亞猶太人以文化教育來

化解衝突 
 

文字翻譯：陳錫安、影片翻譯與字幕：Samuel Chang 

編審：雲嵐牧師| 出處：Israel 21c 

 

有些人走上街頭抗議，其他人則藉由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中取

得卓越來進行抗議，但另一些人（例如 Ashager Araro）則藉

由教育進行抗議。 

 

二十九歲的艾拉蘿（Araro）是衣索比亞猶太人，她是位於特

拉維夫市中心的衣索比亞文化遺產中心巴塔（Battae）的創始

人。 

 

艾拉蘿與姑姑芳塔．普拉達（Fanta Prada）一起經營文化遺

產中心，芳塔．普拉達（Fanta Prada）是衣索比亞料理餐廳

的老闆。他們藉由飲食，舞蹈和藝術，向以色列和世界各地

的遊客介紹衣索比亞文化的歡樂。 

 

艾拉蘿於 1991 年出生在衣索比亞，當時她的家人從其村莊

步行到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在那裡他們被所

羅門行動的以色列軍隊接走，並空運回歸以色列。 

 

36 小時大膽無畏的執行，35 架以色列飛機將 14,325 名衣索

比亞猶太人運送回歸以色列。當時大多數人帶著很少的財產

回到以色列。 



 

「一旦人們了解了我們的背景和文化，以及我們來自哪裡，

他們就會了解我們是誰，並且更容易打破障礙和刻板印象」。

艾拉蘿告訴我們，「我是一個講故事的人，我講的是我的人

民和我的國家的故事。」現在就讓我們更多地來認識衣索比

亞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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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1:68-69 

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

施行救贖，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 

https://youtu.be/miK5opDAZc8


 

親愛的天父，我們為著所羅門行動向祢獻上感謝，這大膽無

畏之舉，顯現祢的榮耀，與話語的真實，何等可畏，是祢賜

給以色列能力與智慧，祢將許多百姓從遠方帶來，從地極領

回；我們為著回歸的阿利亞禱告，主恩待他們在以色列的融

入生活滿有恩典，特別是弱勢的衣索比亞猶太人，從缺乏貧

困的衣索比亞回歸，語言與文化極度的落差又顯出格格不入

的違和感，天父，我們禱告祢眷顧衣索比亞猶太人民，為他

們施行救贖，特別是賜福衣索比亞猶太彌賽亞信徒教會，使

他們常在人前為祢做美好的見證，經歷祢的豐富與恩惠，並

有莫大的喜樂在他們的生命彰顯出來。禱告艾拉蘿與她的家

族不僅為著自己的族人與國家發聲，更是為著神的名而歡樂。

禱告是奉靠主耶穌基督的聖名，阿們。 

 

 

 

 

感謝您繼續關注追蹤支持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最近

因官網網站需要重整更新，若您訂閱每週以色列焦點，為避

免您在官網上訂閱電子報發生問題，以及我們因重整更新收

不 到 您 的 來 信 ， 煩 請 您 來 信 Email 向 我 們 訂 閱 

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留下您的訂閱者姓名與您

要收信的 Email address 即可。謝謝您。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CANWF、簡稱華人敬拜中心)是第一個華人在以色列

內政部登記成立的 NPO 非營利機構、期許代表華人在祝福以色列事工上，再跨

出一步扎根在耶路撒冷，致力建立華人與彌賽亞信徒教會與阿拉伯教會連結平

台，並以敬拜禱告與僕人服事的心，關懷祝福以色列我們的屬靈長兄。我們邀請

華人教會團體來敬拜中心預約敬拜禱告時段，歡迎個別的代禱者與敬拜著來敬

拜中心為以色列與列國守望禱告，更多了解我們的事工與異象，請與我們連繫。 

 
官網：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E-mail：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指定奉獻： 

• 支持禱告宣教士來華人敬拜中心,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25,000 元/月。 

• 來回機票約新台幣 35,000 元。 

• 新購軟硬體設備費用,音響設備、電腦設備、音控設備、樂器設備等。 

  

line@：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華人敬拜中心 

Wechat 公眾号： 

CANWF 耶路撒冷

全球华人敬拜中心 

Facebook： 

耶路撒冷全球華

人敬拜中心 

IG：

canwf_in_jerusalem 

https://www.canwf-jerusalem.org/
mailto:weworship@canwf-jerusalem.org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s://www.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