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中響起號角聲 

翻譯：Samuel Chang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新聞出處：TOI 
 

今年猶太新年，號角於風中吹響街頭 

一名資深吹角者及一群工程師為猶太新年 5781 年尋找新的

吹角契機。 

 
曾為紐約人的摩西．席爾福（Moshe Silver）期望每個人都能在今年猶

太新年聽見號角聲。(Courtesy Moshe Silver) 

2020.09.23   猶太曆 5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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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太新年（Rosh Hashanah）的第二天星期日，摩西．席

爾福（Moshe Silver）會去到四至六個定點，吹起由捲曲公羊

角製成的號，共吹響 220 次。席爾福表示：「我會在自己的

猶太崇拜（minyan）中吹響一百次，並在每個定點吹三十次。」 

 

至少還有一百位吹角者，會在全國各地吹響號角，讓即便因

疫情而隔離在家的民眾也能參與這迎接新年的儀式。曾住紐

約市，而如今已住耶路撒冷兩年的席爾福，早在七月就開始

思想如何成立吹角團。顯然，新冠肺炎疫情會持續到秋季，

而他並非當時唯一擁有這個想法的人。 

 

今年是十九歲的蕾瑦特．艾薇塔（Reut Avital）服國民服務役

的第二年，她在一間名為希爾馬（Hilma）的非營利組織服務，

這是一間為以色列全體人民提供各樣科技解決方案的機構。

早在七月，他們開始開發吹角地圖網站，將吹角者及今年無

法去到會堂聽吹角聲的民眾，連結在一起。 

 

艾薇塔說明：「我們最初的目標就是想幫助那些年長、生病

及因健康因素而需要留在家的人。」然而，政府既已宣布星

期五（9/18）開始，將實施為期三週的封城。而名為《吹角

日》（Yom T’ruah）的網站將盡可能協助任何無法前往會堂

的人。艾薇塔表示：「即便政府有規劃人數管制的祈禱點，

並讓每位國民在一定的次數內前往，今年大部分的人仍不會

在會堂過年。」 

 

 

 

https://shofar2all.com/
https://shofar2all.com/


 

她開始與希爾馬的工程師們開發和設計《吹角日》（Yom T’

ruah 為猶太新年 Rosh Hashanah 的別稱，意為號角的響聲），

民眾可以透過網站地圖，找到鄰近吹角點。 

 

 
正服國民服務役的蕾瑦特．艾薇塔（Reut Avital）與非營利組織希爾馬

（Hilma）的工程師一起為猶太新年開發號角地圖網站。希爾馬是一間

為以色列全體人民提供各樣科技解決方案的機構。 (Courtesy Reut 

Avital) 

 

民眾只需提供電話及住址就能註冊，並說明自己想要專人來

吹號，還是與街坊鄰舍一起在家裡後院或陽台聆聽公開的角

聲。 

 

截至星期一（9/14），網站已有一百五十名吹角者及一百位

民眾登錄。艾薇塔表示：「這實在太可觀了。」 



 

席爾福則採取較直接的方式，他在當地著名的臉書社團《耶

路撒冷秘境》（Secret Jerusalem）公開招募吹角者。 

 

席爾福集結所有吹角者後，創立臉書專頁《耶路撒冷號角大

集結》（Jerusalem Shofar Ensemble），並根據吹角者的住址

和放假期間所在地，規劃南耶路撒冷二十幾個吹角點。席爾

福大概一星期前在街上貼傳單，他說：「大部分的人會吹四

到六次，12:30 這個路口一次，1:30 那個路口一次。」 

 

目前為止，他仍未確定究竟有幾位能出席，其中一名檢疫隔

離中，另一名口腔出了問題，也有幾名來自特拉維夫的，不

確定能否在假期和全國封鎖前趕至耶路撒冷。 

 

 
曾是華爾街投資研究公司合夥人的席爾福，將於猶太新年期間在耶路

撒冷街頭，為居家隔離的民眾吹響號角。(Courtesy Moshe Silver) 

 

席爾福說：「我沒什麼野心，我相信這一切，不需要我也會

成就。」 

 



 

曾是華爾街投資研究公司合夥人的席爾福，45 年前在曼哈頓

的教導妥拉與猶太文化與宗教禮儀的課程民謠中（Drisha 

minyan）開始吹角。 

 

大學畢業後，他開始謹守猶太教義，有人送給他一支號角，

他開始練習，並為會堂首次舉辦的新年禮拜吹角。席爾福：

「我第一次吹角，發出吹不響的滋滋聲。」 

 

爾後，席爾福每天練三十分鐘，前一個月都是「放屁和咳嗽

聲」，但有一天終於吹響了，他說：「我吹出響亮叭～的一

聲，就再也沒回頭了。」 

 

十二年前被按立為拉比的席爾福，每年夏季，埃波月第九日

後的每天晨禱後，都會吹響號角聲，為以祿月做預備。席爾

福說：「從埃波月第十日開始，我總共吹響兩百多次。」 

 

今年，他安排一名吹角者在鄰近哈阿斯徒步區（Haas 

Promenade）的公寓大樓，那裡有人申請為整個社區吹角。席

爾福自己則會分別在位於瑪格莉雅夫街（Maagalei Yavne 

Street）的家裡後院及位於特爾海街（Tel Hai Street）的養老

院吹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CcA9LqDvAI&feature=emb_title


 

他也向目前作為防疫旅館位於凱倫．海耶索德街（Keren 

Hayesod Street）的丹全景酒店（Dan Panorama Hotel）提出邀

請，然而負責管理的軍方尚未回應。席爾福說：「也沒關係，

到時候我在凱倫．海耶索德街吹角，你們一定聽得見。」 

 

雖然唾沫大多留在號角內，席爾福表明仍會在號角上裝口罩，

他不希望讓人感到不適，口罩不會改變號角的音色，也並未

違反猶太律法。 

 

席爾福說：「我想讓人們知道，我是非常謹慎的，重要的是

我們彼此尊重和照顧。」 

 

 

新聞日期：2020/09/17 

 

 

腓立比書 1:3-6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

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

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裡動了善工的，必

成全這工，直到耶穌基督的日子。 

 

禱告方向： 

 經由此篇新聞使我們看見猶太人在上帝面前為族類發熱

心的美事，禱告主幫助教會能夠在接下來之際繼續為主

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為以色列宣教禱告，深信在教會心裡

動了善工，必成全這工，值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日子。 



 

 為華人興起禱告，在耶路撒冷之處敬拜讚美耶和華，如同

號角聲在風中響起，華人敬拜禱告的聲音也在耶路撒冷

聖靈帶領下不歇息。 

 

 

 

 

 

 

 

 

 

 

 

 

 

 

 

 



 

猶太學校發出勸導聯名信 

翻譯：謝昭言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JP 
 

26 所猶太學校聯合勸導 

各個家庭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保持安全 

信裡很清楚表明如果不遵守規則，後果會很嚴重 

 

 
小男孩準備享用蘋果沾蜂蜜，這是猶太新年的習俗。(photo credit: 

MENDY HECHTMAN/FLASH90) 

 

新學期剛開始數週之後，猶太人的日間學校正在勸導每個家

庭採取預防措施，因為一些正統教派社區的新冠肺炎感染率

持續上升，這已經導致許多年級，甚至整間學校暫時性的關

閉。 



 

請避免有過夜的安排，即使是戶外的行程，也請配戴口罩。

提醒孩子們彼此保持距離。而在即將到來的猶太假期，也請

不要安排旅遊。 

 

美國 26 所猶太正統學校的校長於週三（9/17）在這封特別的

聯名書信中，對全美猶太社區的家庭提出一些簡要的請求。

這封電子郵件勸導學生和家長在家中遵守學校的規範，並特

別指出，這些規範適用於所有人，包含那些因先前感染新冠

肺炎而產生抗體的人。 

 

這一年下來，有些學校已經隔離有驗出新冠肺炎陽性反應的

學生，也隔離了曾經接觸過檢測結果呈陽性的學生。 

 

紐約皇后區的正統達西妥拉經典研究學院，在 13 名學生測

試呈陽性反應後於週二（9/16）關閉。在紐約市的拉馬茲中

學，在 4 名學生被檢測出新冠肺炎陽性反應後，整所學校就

暫時關閉了。在芝加哥，羅謝爾—澤爾猶太中學在新學期剛

開始第三天就關閉了，因為有兩名工作人員檢測出陽性反應，

事發過後，學校已重新開放。 

 

儘管許多學校在教室裡採取了許多預防措施：將桌椅隔開、

要求配戴壓克力防護罩和口罩。但學校校長表示，他們無法

控制在校外發生的事情。在一些正統教派社群當中，婚禮和

社交聚會場所是許多病毒感染或接觸的源頭，因此需要對當

地日校的學生進行隔離。 

 



 

這封聯名書信並不是唯一促使各個家庭支持學校期待的合

作案例。在紐澤西州卑爾根郡，當地的猶太領袖在 3 月就提

前停止所有的社群活動，7 名學校管理員於週二（9/16）晚間

聯名致信給家長，提醒他們在社區已發現新的病例。 

 

管理員在週二（9/16）晚上的電子郵件中寫道：「如果情勢

持續朝這個方向發展，將導致學校停課。考量到這一點，我

們寫這封信是為了向您傳遞重要的規範。為了降低新冠肺炎

的傳播，這些規範必須被遵守，以維護我們社區的健康和學

校的正常運作。」 

 

 

新聞日期：2020/09/18 

 

 

 

詩篇 9:10-11 

耶和華啊，認識你名的人要倚靠你，因你沒有離棄尋求你的

人，應當歌頌居錫安的耶和華，將他所行的傳揚在眾民中。 

 

禱告方向： 

 為美國和以色列的猶太正統教家庭禱告，在這次疫情中，

能與政府同心對抗疫情；讓我們為以色列猶太人禱告，目

前正值新年假期，卻要受到城市封鎖限令無法出城，請為

以色列新年期間滿有平安，疫情盡快回穩確診人數下降，

以色列特蒙神的保守。求主憐憫與看顧。也為美國猶太人

回歸禱告，求主呼召感動人心回歸以色列。 



 

全球恐攻指數 

翻譯：莊堯亭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CBN NEWS 
 

根據全球恐怖主義研究， 

塔利班是犯下最多恐怖案行的組織 

 
以上影片，您可直接點選，並於 Youtube 設定選擇繁體中文字幕。 

 

研究報告中，有新訊息指向阿富汗局勢令人堪憂。一份最新

發布的全球恐怖主義研究指出，即便阿富汗境內和平談判仍

持續進行，2019 年的恐怖攻擊事件數量仍在增加。 

 

全球恐怖主義數據資料庫是由馬里蘭大學研究人員來維護，

這套系統追蹤了恐怖主義份子的行爲和趨勢，時間可追溯至

1970 年開始至如今，已經包含超過了 20 萬起恐怖攻擊事件。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3gXSpTP_Ys


 

根據此調查報告，恐怖主義在 2019 年連續第五年持續下降。

2019 年有 8,500 起攻擊事件，相較前一年下降 14%。整體來

說是個好跡象，然而更進一步的分析卻指向另一個讓人侷促

不安的事實。 

 

「我們在 2019 年資料庫裡記錄到的攻擊事件，大概有超過

五分之一的事件都發生在阿富汗，這著實是件相當驚人的

事。」全球恐怖主義指數計畫負責人艾林．米勒（Erin Miller）

表示，「這顯示著相當集中的暴力行徑。」 

 

此數據相比前年小幅增加，2019 年在阿富汗恐怖襲擊中喪生

的人數佔近一半。其實，塔利班在 2019 年造成的恐怖襲擊，

比任何其他組織都要多得多。 

 

「塔利班和美國政府在 2019 年開始一項和談，」艾林．米勒

說，「和談的成功並不一定代表著未來會有好的發展。兩方

在根本的部分就存在著分歧，不論到底是要先談判還是先想

辦法讓暴力停止，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 

 

儘管在美國的恐怖攻擊很少再出現（特別是與其他類型犯罪

相比的時候），這個數字仍是略有上升，其中絕大部分也是

非致命性的。艾林．米勒以 2019 年德州艾爾帕索的攻擊事件

舉例，當時沃爾瑪商店發生 23 死的恐怖事件。米勒表示，這

是教科書上定義的恐怖攻擊事件。 

 

 



 

他解釋著說：「這是在使用暴力，是有意圖並事先計畫，動

機是白人至上，尤其是仇外心理與反移民情緒。」 

 

2019 年最慘重的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在斯里蘭卡的復活節主

日，超過 250 人在七起不同地點（包含教會）的自殺炸彈攻

擊中喪生，共計至少超過 500 人受傷。其中一個罹難者是只

有 11 歲的基蘭（Kieran Shafritz de Zoysa），當時基督教廣播

網在事後訪問了他心碎愈覺的父親。 

 

「我有很多基蘭的美好回憶，但是現在出現了一個大洞，所

有的回憶都掉進了裡面。」亞歷克斯．阿羅（Alex Arrow）說，

「他青春的年歲永遠不會有了，他的成年也將不復存在，他

也不會再擁有家庭，他失去了這個世界。」 

 

儘管該報告指出，針對美國拉美裔和紐西蘭穆斯林種族的族

裔動機襲擊急劇增加，報告還指出，去年伊拉克的襲擊次數

比去年減少了 50％以上，這大多是歸因於當地 ISIS 的敗落。 

 

 

新聞日期：2020/07/17 

 

 

詩篇 62:7-8 

我的拯救、我的榮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難所

都在乎神。你們眾民當時時倚靠他，在他面前傾心吐意；神

是我們的避難所。 

 



 

禱告方向： 

 許多針對以色列，想要消滅猶太人的恐怖組織分別是黎

巴嫩的真主黨，巴勒斯坦的法塔赫，加薩的哈瑪斯與伊斯

蘭聖戰組織，伊朗如豺狼的勢力，特別是敘利亞使用伊朗

民兵代理人在境內虎視眈眈地盯著以色列。願主消滅這

些惡者權勢，裡面有許多人被主得著，轉而歸信基督。繼

續為以色列求平安。 

 

 

 

 

 

 

 

 

 

 

 

 

 

 

 

(Phote Credit: National Today Website) 

 

 

 

 



 

子宮聖戰 

翻譯：謝昭言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CBN NEWS 
 

『子宮聖戰』： 

報導揭露在埃及體制化綁架基督徒女孩 

 
 

一個基督教監察機構，特別關注在埃及普遍的綁架和販賣科

普特基督徒婦女和女孩的事件，以及他們為何特別容易受到

剝削。 

 

科普特團結組織成立於 2010 年，致力於為埃及科普特人實

現平等的公民權利。他們上週四（9/10）發佈了一則名為「子

宮聖戰」的報告：關於埃及科普特婦女和女孩的販賣。 

 



 

這項報告認為：「科普特婦女和未成年女孩被綁架和失踪是

埃及科普特社區的一大隱憂，然而埃及、外國政府、非政府

組織以及國際機構在解决這個問題上卻沒有作為。」 

 

CBN 新聞首席國際記者格里．連恩（Gary Lane）多年來一直

在報導埃及科普特基督徒的困境。 

 

連恩解釋說：「在埃及這樣的伊斯蘭國家，基督教女孩經常

成為穆斯林男子的目標。許多鄰居都是透過用慷慨的舉動和

禮物來吸引貧窮的基督教女孩。這些女孩被年輕的穆斯林男

子的美貌和善良所吸引，她們被財富和成功生活的空洞承諾

引誘，而離開自己的家庭。有些女孩被強姦，並在文化上給

她們的家人帶來蒙羞。她們認為皈依伊斯蘭教和結婚是她們

唯一的出路。」 

 

這項報告還提到了埃及政府缺乏行動的問題，並駁斥政府找

藉口不願意仔細審查。例如，聲稱這些婦女自願離開家人，

以此作為不進一步調查案件的理由。 

 

連恩說：「幾年前，我聽說一位貧窮的基督教女孩的故事，

她只有一件衣服可以穿。她每天只吃一頓飯和蔬菜。有一天，

一位英俊的年輕穆斯林男子送給她一件衣服，並帶她去肯德

基吃東西。之後他綁架了這名女孩，她最終再也沒有回到她

的家人身邊。」 

 



 

埃及明亞省（Minya Governorate）的一名牧師告訴科普特團

結組織，每年僅僅在他所在的地區，就有至少 15 名女孩失

踪。如果他沒有及時干預，他自己的女兒也差點會被綁架。 

 

根據報導顯示：「大多數的這些婦女就再也沒有與家人或朋

友團聚過，因為埃及警方非常腐敗，反應也非常輕蔑。有無

數的家庭反應說，警方要不是涉嫌綁架案，就是收受賄賂所

以保持沉默。」 

 

連恩證實，埃及當局無視這些科普特基督教女孩以及她們家

庭的困境。 

 

他說道：「基督徒從穆斯林的執法者很難得到幫助，特別是

在上埃及的小村莊。我遇到了一名父親，他 15 歲的孩子被綁

架，這個可憐的基督徒農場工人發現了綁匪的身份和女兒的

下落，他跑到警局說他發現的事情，求局長救他的女兒。警

察局局長搧了一巴掌在這名基督徒工人的臉上，還吼叫地說：

『除了找你的異教徒女兒，我是沒有別的事情做嗎？』」 

 

 

 

 

 

 

 

 

 



 

科普特團結組織的報告由埃及媒體、科普特社群和埃及的神

職人員以及受影響婦女的家人提供的資訊所編輯而成的。這

項報告將由監察機構親自地提交給聯合國各個機構和美國

人口販運辦公室。 

 

 

新聞日期：2020/09/16 

 

 

 

詩篇 9:7-9 

惟耶和華坐著為王，直到永遠；他已經為審判設擺他的寶座。

他要按公義審判世界，按正直判斷萬民。耶和華又要給受欺

壓的人作高臺，在患難的時候作高臺。 

 

禱告方向： 

 禱告中邀請神的寶座設立在上埃及之地，特別在貧窮主

內家庭與科普特社群中做王掌權，神給這些受欺壓被當

地公警單位所撇棄與受羞辱的家庭作高臺，我們禱告使

這些公警單位被媒體所注視，興起埃及有義人士關注此

事，並敗露與瓦解仇敵在這背後體制化綁架的計謀。為這

些被綁架受性侵活在悔恨的女孩們禱告，求主安慰並釋

放這些女孩，帶領她們回家。並為這些女孩們的父母與家

人禱告，求主親自安慰他們。 

 

 



 

耶路撒冷城市入口計畫 

翻譯：莊堯亭 | 校稿：CANWF | 編審：雲嵐牧師 

文章出處：JP 
 

「耶路撒冷城市入口計畫」 

將為首都居民帶來數千個工作機會 

「在這些和平的日子裡，保存和建造耶路撒冷這座城市的需

求正在成長，好讓將造訪此地上百萬的人們看見這裡的魅

力。」 

 

 

耶路撒冷城市入口計畫的示意圖。 (photo credit: JERUSALEM 

DEVELOPMENT AUTHORITY) 

 

 

 



 

「耶路撒冷城市入口計畫（ The Jerusalem city entrance 

project）」在週四（9/17）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市政當局和以

色列國家基金會（Keren Kayemeth LeIsrael）──猶太國家基

金會（Jewish National Fund）和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

簽署協議，要把城市入口處幾百萬公畝的土地打造成辦公室、

商店、文化機構和旅店。  

 

耶路撒冷市長摩西‧里昂（Moshe Lion）與以色列國家基金會

──猶太國家基金會主席阿塔爾（Danny Atar）和猶太事務局

的赫爾佐格（Isaac Herzog）在星期四（9/17）簽署了協議。 

 

耶路撒冷國際會議中心（The Binyanei Ha’uma）計畫將涵蓋

30.5 公頃土地，其中 16.3 公頃設為公共空間，有 9 座摩天大

樓與 15 座十層樓高的建築大樓。預計該地點還提供 2 千個

嶄新的酒店客房，並為這座城市帶來 6 萬個工作機會。 

 

此計畫將花費約 1.8 億舍克勒（約新台幣近 16 億元），估計

10 年內完工。本身耶路撒冷國際會議中心（BinyaneiHaUma）

也將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以進行擴展，並有望成為中東最大

的會議中心。 

 

「這些協議某種程度上代表著對這個城市的其經濟發展潛

力之信任，這是打造國家城市入口成為嶄新且大型城市中心

的又一步。」耶路撒冷市長摩西‧里昂表示，「我希望每個

人有個快樂又健康的新年，我們將會持續推動工業和經濟發

展並且讓耶路撒冷的明年更加美好。」 

 



 

「伴隨著這座城市給我們的美好回憶和保留其光榮歷史的

責任，我們永遠應該視發展耶路撒冷的工作為己任。因為這

個地方正持續地茁壯成長，正在轉變為世界首屈一指的國家

首都，」猶太國家基金會主席阿塔爾表示，「在這些和平的

日子裡，保存和建造耶路撒冷這座城市的需求正在成長，好

讓上百萬將造訪此地的人們看見這裡的魅力。在我目前的任

期裡，耶路撒冷的發展會是猶太國家基金會最重要的事。」 

 

阿塔爾補充此計畫，「將使耶路撒冷成為一個巨大的經濟引

擎，吸引更多移民、新居民、觀光客和投資客，他們將帶著

成千上萬的工作機會，也讓此地的居民更有經濟實力」。 

 

猶太事務局的赫爾佐格強調，猶太事務局將「把大部分自協

議得到的獲益作為常設基金（standing fund），能確保我們日

後為猶太人民和下個世代的以色列而努力的各樣活動，包含 

：移民到以色列的事務、打擊反猶太主義和強化整個以色列

社會」。 

新聞日期：2020/09/18 

 

 

 

 

 

 

 

 

為耶路撒冷城市發展與平安禱告。(Photo Credit: Eyal Asaf) 



 

以賽亞書 62:6-7 

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設立守望的，他們晝夜必不靜默。

呼籲耶和華的，你們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直等他建

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為可讚美的。 

 

禱告方向： 

 請為耶路撒冷城市入口計畫禱告，求主掌權釋放更多宣

教的機會進入，華人在此祝福猶太人與阿拉伯人，更多職

場宣教在此蓬勃發展，為主得著更多靈魂。為此計畫能夠

成就天父要在耶路撒冷所成就的美意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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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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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com/CANWF/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s://www.instagram.com/canwf_in_jerusalem/
http://line.me/ti/p/@bcq3070d
http://line.me/ti/p/@bcq3070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