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何以色列又再次陷入 

新冠疫情傳播困境？ 

世界再次等著看以色列，要如何因應傳染力強的 Delta 變種

病毒。 

 
在特拉維夫的迪森果夫廣場（Dizengoff Square），以色列民眾在紅大

衛盾會（Magen David Adom）移動中心開設的大規模疫苗接種站，排

隊等著施打新冠疫苗。（照片來源：Miriam Alster/Flash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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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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記得，以色列是世界上第一個為大多數公民施打新冠

疫苗的國家。看來民眾快速恢復正常生活，人們拿下口罩，

商店和餐廳重新開張，以色列人再次開始旅行。以色列政府

預估，今年夏天就可以迎接觀光客回流。但現在，以色列卻

是世界上感染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每天新增感染案例約 7,500

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1. 如同預料，疫苗抗體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 

 

這是疫苗剛推出時，就料到的結果。當時，以色列總理納坦

雅胡提出警告，認為有必要在今年夏季結束前施打第三劑疫

苗加強針。  

 

然而當 Delta 變種病毒來襲，進入以色列海岸地區，剛好以

色列大部分老年人口的免疫保護力正在下降，而許多以色列

年輕人尚未施打疫苗。 

 

以色列衛生部門的前公衛局長西格爾．薩德茨基（Siegal 

Sadetzki）表示：「影響最大的事件是許多人夏天出國渡假，

因此很快就將 Delta變種病毒帶回以色列。」 

 

2. 染疫時，雖然疫苗效力減弱，但還是有作用。 

 

以色列衛生部週四的報告顯示，60歲以上未施打疫苗者的重

症病例數（每 10萬人中有 178.7例）是同年齡完整接種疫苗

者的 9倍以上。60歲以下未施打疫苗者（10萬人中有 3.2例）

的重症率是同年齡已施打疫苗者的兩倍多一點。 



 

換句話說，即使疫苗的免疫效力減弱，還是很有幫助。 

 

儘管如此，以色列住院病患中有一半至少在五個月前已完整

接種疫苗，其中大多數人都超過 60 歲，而且有潛在健康問

題。未施打疫苗的重症患者大多是健康的年輕人。 

 

以色列衛生部官員表示，目前有 600 名重症患者住院治療；

而且官員警告表示，無法同時收治 1,000 名以上的染疫重症

病患。病毒造成的死亡人數從 6月的 5人，升高到 8月截至

目前為止的 248人。 

 

以色列目前嘗試在不採取封鎖措施的情況下，降低 Delta 變

種病毒的傳播。由於以色列即將在 9月 6日猶太新年（Rosh 

Hashana）前夕迎接猶太假期。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警告，再次採取封鎖措施，將對該國經濟造成前所

未有的衝擊。因此以色列政府目前是採取限制集會的措施，

並試著說服目前仍抗拒施打疫苗的民眾。 

 

3. 施打加強針似乎能提升防護力 

 

以色列是第一個在全國性疫苗加強針計劃中提供第三劑輝

瑞疫苗的國家。初步結果顯示，個人在施打第三劑疫苗的一

週後，加強針可提高對新冠病毒的防護力，其中包括 Delta變

種病毒。 

 

  



 

以色列馬加比（Maccabi）健保服務機構對接種 3劑輝瑞疫苗

的 149,144名以色列人進行研究，發現年齡超過 60歲以上的

以色列人，在施打加強針後，會降低 86%的染疫風險，並減

少 92%的重症機率。 

 

在看了以色列的數據後，美國宣布將從 9月底開始加強針施

打計劃，英國也承諾即將展開加強針接種。 

 

以色列已將加強針施打年齡調降為 40 歲。馬加比機構的左

哈爾（Anat Ekka Zohar）在聲明中表示：「接種三劑疫苗是目

前控制新冠疫情爆發的最佳解方。」 

 

世界衛生組織（WHO）呼籲各國應停止施打新冠疫苗加強針，

以便讓貧窮國家取得疫苗施打。有關這方面資訊，請參閱「如

果世衛組織已表示應停止施打新冠疫苗加強針，為何以色列

仍執意這麼做？」。 

 

有人預估，就像流行性感冒一樣，我們都需要定期接種新冠

疫苗。哈達里表示：「我不知道有哪種疾病，是需要每六個

月接種一次疫苗。說實話，我不認為民眾會願意每六個月接

種一次，但這種疾病會讓你難以預料。」 

 

從 8月初開始，以色列已有超過 100萬人施打輝瑞疫苗加強

針。如同第一波疫苗接種，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以色列已

成為第一個為多數人口施打第三劑加強針的國家。大多數以

色列人會繼續捲起袖子，祈求一切順利。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8/22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125 

（上行之詩。）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眾

山怎樣圍 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

直到永遠。惡人的杖不常落在義人的分上，免得義人伸手作

惡。耶和華啊，求你善待那些為善和心裡正直的人。至於那

偏行彎曲道路的人，耶和華必使他和作惡的人一同出去受刑。

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繼續為以色列的疫情受到控制仰望主的憐憫與慈愛！也持

續禱告解藥能順利完成並製造！ 

  



 

彌賽亞猶太人與基督教的未來 

 

只要基督徒願意，彌賽亞猶太人就能夠帶領教會，回到其猶

太根源。 

 

 
（照片來源：Olivier Fitoussi/Flash90） 

 

在 20世紀下半葉和 21世紀初，猶太餘民中又再次出現耶穌

彌賽亞（Messiah Yeshua）信徒。在以色列和世界各地，有數

百名甚至是數千名猶太人，已回轉歸向這位彌賽亞。 

 

在第一批猶太餘民中彌賽亞門徒後來究竟如何？ 

 

為何耶穌的猶太信徒會在消失近 19 個世紀後，又在我們的

時代恢復，這到底代表什麼意義？ 



 

由於教會拒絕接受割禮是基督教的形式，因此西元一世紀的

教會割禮便從歷史中消失。隨著福音在第一和第二世紀傳遍

整個非猶太世界，分別在安提阿、羅馬和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建立基督教中心。如今以外邦人為主的教

會中，主教和教會領袖堅持認為，在基督徒中禁止實行所有

猶太人的做法。難以置信嗎？底下是初代教會的幾個例子。 

 

西元 168年，羅馬教宗維篤一世（Pope Victor of Rome）與以

弗所主教坡律加得（Polycrates）在辯論時宣布，定義基督教

的聖日，應禁止採用猶太曆法。在他身旁的坡律加得聽了非

常生氣。我們怎能禁止自己猶太使徒所實行的做法呢？  

 

聖奧古斯丁曾教導，儘管使徒確實按著猶太人的方式生活；

但這麼做就是犯下大罪，對這種罪行的懲罰就是逐出教會。 

 

羅馬皇帝君士坦丁（Emperor Constantine）在西元 325 年召

開的第一次尼西亞大公會議（Nicene Council），當時聚集幾

乎所有知名的教會領袖，他們正式禁止在逾越節（Passover）

慶祝主耶穌的復活，並制定復活節（Easter）規定。在之後的

第二次尼西亞大公會議（Nicene Council II）中，便依法正式

禁止在教會中採取猶太人的做法。 

 

這裡只是舉幾個教會政策做例子，這些政策最終否定自身的

猶太信仰根源，並採取一種稱為基督教（希伯來文是指彌賽

亞的）的外邦、希臘或羅馬文化的表現形式。 

 



 

在使徒行傳第 15章，外邦人當然在耶路撒冷會議（Jerusalem 

Council）獲得正式授權，追隨彌賽亞猶太信徒的做法，不需

要行割禮和遵守其他猶太傳統。但這不是問題所在；當外邦

教會後來決定，禁止讓持守上帝傳統的猶太人留在他們教會

時，就出現問題。 

 

最後，想要跟隨耶穌的猶太人，要接受成為教會的慕道友前，

都要求他們口頭放棄整個猶太民族及其傳統。幾世紀以來，

猶太人要皈依基督教，都需要做信仰告白；這裡只節錄其中

幾段翻譯自拉丁文的簡短文字。 

 

「我們不假藉任何藉口，從自己族人中挑選妻子。我們不行

肉體割禮，也不守逾越節、安息日，或是慶祝其他與猶太教

相關的節日。」（出自西元 7 世紀西班牙教會的西哥德

（Visigoth）信仰告白。多年後，所有猶太人都遭到西班牙宗

教法庭（Spanish Inquisition）驅逐。） 

 

「我棄絕所有希伯來習俗、儀式、律法主義、無酵餅和其他

所有希伯來節期、祈禱、潔淨禮、禁食和月朔，以及安息日、

讚美詩、宗教儀式和猶太會堂，還有希伯來人的飲食。我絕

對棄絕任何猶太人的做法、律法、儀式和習俗。」（來自君

士坦丁堡教會的信仰告白） 

 

驕傲和傲慢已進入許多教會領袖的心中。使徒保羅預見這種

危險，並警告羅馬外邦信徒不要自高自大，棄絕自己的猶太

血統（羅馬書 11:11-25）。 



 

當教會拒絕接受其猶太遺產和豐富的信仰傳統，而且不願意

尊榮那些將彌賽亞傳入這世界的先行者，教會就會變得驕傲

和教條化，最後導致教會分歧和分裂。從初代世紀以來，這

個問題就一直困擾著教會。 

 

西元 20世紀彌賽亞猶太信徒的再度出現，引發了一個問題 

 

當我們這些相信耶穌的猶太人堅持保有猶太崇拜方式、文化、

語言、土地和傳統時，我們是否在重建中間隔斷的牆？或者

我們乾脆拋棄獨特的猶太傳統，稱自己為基督徒，並與世界

各地其他所有基督徒和睦相處，這樣豈不是更好？我們是否

在已然宗派化的基督教內挑起更多的紛爭？  

 

我認為事實正好相反。猶太餘民中彌賽亞信徒的再次出現，

代表教會有機會治癒所有分岐的根源。因為初代教會忽視使

徒保羅的警告：「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

以為聰明」（羅馬書 11），讓這樣的根源有機會生了根。 

 

由於與促成教會誕生的這群人決裂，造成教會持續出現一次

又一次的分裂。每次的新運動、神學看法或改革都會產生另

一批新的教會、宗派（Denomination）或非宗派（Non-

denominalization）教會。 

 

我的朋友馬提．沃德曼（Marty Waldman）在 1998年這樣說： 

 

「撕裂猶太人和外邦人之間的巨大傷口，代表彌賽亞身體

（Body of Messiah，就是指教會）所有創傷的『始祖』。 



 

其他所有教會分裂的傷口都是源自於這個最初的傷口。由於

教會開始相信他們取代了以色列和彌賽亞猶太教（Messianic 

Judaism），因此歷代以來，替代神學 （Supersessionism）精

神持續困擾著基督教界。東正教會（Orthodox Church）認為

羅馬天主教會（Roman Catholic Church）造反。羅馬天主教會

也一直視新教教會（Protestant Church）為宗教叛徒。新教教

會中有許多宗派和分支，主要都是一群基督徒取代現有這群

人的結果，因為他們發現了「更純正的道理」。替代神學在

本質上是要抹煞上帝對先前那群人的應許。」 

 

（出自研討會論文：「走向和解：當今教會面臨猶太人與外

邦人的問題。」） 

 

沒有猶太信仰，就沒有基督教。除非教會願意承認對上帝以

色列選民的排斥與傲慢，否則教會將持續分裂和不團結，也

會讓猶太人無從認識這位藏在仇恨帕子身後的彌賽亞。 

 

由於教會拒絕接受猶太人豐富的遺產，還有猶太人數千年來

對聖經的研究和詮釋，都讓猶太人和基督徒遭受極大的虧損。

教會忽略拉比代代相傳一路可追溯到摩西、眾先知和彌賽亞

耶穌（Messiah Yeshua） 的聲音，是多麼不負責任。現在他

們自認為是上帝的選民，而且能夠明白神的道，不需要透過

將神話語傳給他們的猶太人。 

 

猶太哲人對聖經的詮釋、其希伯來文的出處、語言的句法結

構和歷史意義都是蘊含深刻見解和智慧的泉源，但大多數基

督徒對此幾乎一無所悉。 



 

然而，以色列就是他們嫁接的本樹（羅馬書 9），是他們所

喝的那葡萄汁。使徒保羅曾嘗試警告教會，不應該拒絕猶太

遺產，如同先知以賽亞在許久前所做的宣告，追想「從哪塊

磐石鑿出」。 

 

「追求公義、尋求耶和華的人哪，當聽從我！你們要追想自

己是從哪塊磐石鑿出，從哪個巖穴挖掘而來；要追想你們的

祖宗亞伯拉罕和生你們的撒拉…」（以賽亞書 51:1-2） 

 

因此，當我們這樣做時，預言做了總結：「耶和華已經安慰

錫安，安慰了錫安一切的廢墟，使曠野如伊甸，使沙漠像耶

和華的園子；其中必有歡喜、快樂、感謝，和歌唱的聲音。」

（第 3節）。 

 

對於所有《以色列今日報》（Israel Today）的讀者和世界各

地的基督徒，願你們了解回歸本源的重要性，並致力於恢復

聖經、以色列和猶太人在教會的地位，願你們因這些應許而

得到安慰。 

 

新聞來源：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7/29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51:1-3 

你們這追求公義、尋求耶和華的，當聽我言！你們要追想被

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巖穴。要追想你們的祖宗亞伯拉

罕和生養你們的撒拉；因為亞伯拉罕獨自一人的時候，我選

召他，賜福與他，使他人數增多。耶和華已經安慰錫安和錫

安一切的荒場，使曠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華的園囿；在

其中必有歡喜、快樂、感謝，和歌唱的聲音。 

 

羅馬書 11:25-29 

弟兄們，我不願意你們不知道這奧祕（恐怕你們自以為聰明），

就是以色列人有幾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數目添滿了，

於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經上所記：必有一位救主從錫

安出來，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惡；又說：我除去他們罪的

時候，這就是我與他們所立的約。 

就著福音說，他們為你們的緣故是仇敵；就著揀選說，他們

為列祖緣故是蒙愛的。因為神的恩賜和選召是沒有後悔的。 

 

讓我們為基督徒和教會能連上我們的猶太根源禱告，也讓我

們先從擁抱耶和華的節期和月朔開始，也讓我們尊榮猶太拉

比的教導！ 

  



 

猶太社會服務團體幫助到 

美國的阿富汗難民 

 

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區正在重啟他們的難民支持網絡，他們將

幫助安置因著塔利班（Taliban）接管阿富汗政權而逃難的阿

富汗人民。 

 

 
2021年 8月 16日，一群人跑向喀布爾機場（Kabul Airport）航站，在

塔利班叛亂分子控制位在喀布爾（Kabul）的總統府後，圖片截圖自社

群媒體上的影片。圖片來源：賈沃德．蘇堪亞（Jawad Sukhanyar） 

 

世界各地的猶太社區正在重啟他們的難民支持網絡，他們將

幫助安置因著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權而逃難的阿富汗人民。 

 



 

近幾週，在塔利班掌握阿富汗政權，以及駐軍在阿富汗 20年

的美國決定撤離阿富汗的時候，數以萬計的阿富汗人從喀布

爾機場被載離當地。許多人在等待進入美國的期間會先待在

另一個國家，但有些人已經抵達美國—在突然搬遷至新國家

的此時急需協助。 

 

接待陌生人的重要性深深根植在猶太人的傳統和經驗中，移

民議題在猶太社區裡早已獲得共識，即使在其他主題上仍存

在兩極分化的情況。許多城市的社會服務機構起初是為了支

持猶太移民，現在也協助來自所有地方的新移民，這些機構

經常與希伯來移民援助協會（HIAS，Hebrew Immigrant Aid 

Society）合作，確認難民並幫助他們。 

 

這些機構以及支持他們的猶太社區現在正努力的為新移民

做準備，因為美國晝夜不停的盡可能在 8 月 31 日全面撤軍

的期限前帶走曾支持美國軍事任務的人。 

 

根據北加州猶太新聞（ J., the Jewish News of Northern 

California）報導，在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的矽谷（Silicon 

Valley）猶太家庭服務中心和東灣（East Bay）猶太家庭與社

區服務中心正準備協助 130個家庭。東灣猶太家庭與社區服

務中心多年來一直協助阿富汗移民安置，但從未在時間如此

急迫的情況下支援這麼多家庭。  

 



 

 
西曼托夫，一名阿富汗猶太人在他喀布爾的房子祈禱（圖片來源：路

透社） 

 

「這整件事情進展的非常迅速。」東灣猶太家庭與社區服務

中心發展及參與副總監荷莉．泰恩斯．懷特（Holly Taines 

White）告訴北加州猶太新聞。「做這項工作源於我們的歷史

和價值觀。」 

 

懷特指出，即將到來的移民持有所謂的特殊移民簽證（SIV），

因為他們曾與美國合作，也意味著許多人在他們國家動盪期

間經歷了創傷。 

 

「我們協助安置的每一個移民，他們或他們的家人曾遭受威

脅，要不就是曾有一個家庭成員被殺害或被綁架，甚至還有

一個人的朋友曾與美國一起工作過，被拖出家門並在街上被

殺。」懷特告訴本報。 



 

在南加州，聖地亞哥（San Diego）猶太家庭服務中心告訴《聖

地亞哥時報》（Times of San Diego），自 8月 6日以來，他

們已經安置了 74 名阿富汗人，並正在為無數額外的難民做

準備。 

 

「大多數移民都是在抵達前 24 小時，才被分配到猶太家庭

服務中心（JFS，Jewish Family Service），儘管他們都曾與在

聖地亞哥地區的家人或朋友聯絡過」非營利組織難民和移民

服務機構（refugee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負責人埃特萊娃．

貝科（Etleva Bejko）告訴報紙。 

 

截至上週，匹茲堡（Pittsburgh）猶太社區和家庭服務中心得

知他們將安置兩個阿富汗家庭，其中一個持旅遊簽證，現在

可以留在美國。但他們預計這個數字會上升。 

 

「我們的計劃好像我們要接收的家庭不只少數一樣。」當地

難民和移民服務機構負責人告訴匹茲堡猶太紀事報

（Pittsburgh Jewish Chronicle）。「我們不會看到數百人同時

抵達，但這將是一個長期緩慢的接收難民過程。」 

 

據坦帕灣時報（Tampa Bay Times）報導，佛羅里達州（Florida）

坦帕（Tampa）的墨西哥灣沿岸（Gulf Coast）猶太家庭和社

區服務中心已經安置六個阿富汗家庭，預計下週還會有四個

家庭。該組織支付難民的住房費用，直到他們開始工作為止，

但機構中一位代表告訴該報，住房市場的緊縮使得為新移民

尋找公寓更具挑戰性。 

 



 

猶太社會服務中心是威斯康辛州（Wisconsin）麥迪遜

（Madison）唯一的難民安置機構，自 2017年以來已經安置

了 61名來自阿富汗的難民，其中 14名是在過去三個月中安

置的。該組織告訴威斯康辛州麥迪遜電視台（WMTV），現在

預計會有大量湧入的移民。 

 

「我們正在聯絡潛在的房東，也正在聯繫各旅館經理說這是

我們期望發生的事情，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我們不

知道它會持續多久，但作為我們的合作夥伴，我們希望您知

道這件事。」該機構的執行長告訴電視台。 

 

堪薩斯城（Kansas City）、德拉瓦州（Delaware）和西雅圖

（Seattle）的猶太社會服務團體都告訴當地新聞機構，他們

隨時準備協助抵達他們地區的難民。 

 

支持阿富汗難民的努力遍及全球。在英國，英國猶太人正利

用他們對難民兒童運動（Kindertransport）的集體記憶，該計

劃在大屠殺期間將兒童從德國帶到英國，為到達那裡的難民

收集資金和物品。哈特福郡（Hertfordshire）的布希聯合猶太

會堂（The Bushey United Synagogue）告訴當地猶太新聞，在

要求捐款支持該地區的 30個阿富汗家庭後，收到了「勢不可

擋」的捐獻。 

 

「我們知道我們的祖父母是作為難民來到這個國家的，我們

所做的就是回報給他們。」猶太會堂的拉比告訴英國廣播公

司（BBC）。 

 



 

新聞來源：JP 

新聞日期：2021/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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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58:10-11 

你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

在黑暗中發現；你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

你，在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強壯。你必像澆灌的園

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禱告 

當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向需要幫助的阿富汗難民伸出援手時，

願神紀念他們的付出，也賜福他們如同被澆灌的園子，即使

在乾旱之地也有水流不絕的泉源，有著從神來的帶領和供應！ 

  



 

耶穌的秘密名字 

 

天使帶來的名字 

 

 

 

耶穌基督誕生之前，天使曾造訪他的父親約瑟並許諾他要未

來要經歷奇妙的事情。約瑟的未婚妻馬利亞，儘管仍是處女，

卻要懷孕生子，這孩子就是那位彌賽亞（Messiah），孩子的

名字為耶穌。根據聖經預言，他還有另外一個名字：以馬內

利（Emmanuel）。「以馬內利」第一次被提及是在耶穌出生

前七世紀時先知以賽亞（Isaiah）所預言的。 



 

關於彌賽亞的預言記載在以賽亞書 7:14節：「必有童女懷孕

生子，給他起名叫以馬內利（Imanu-El），希伯來文『 נּו ֵאל ִעמָּ 』

意思是神與我們同在。」 

 

揭示隱藏在聖經裡的秘密 

 

以馬內利是伴隨耶穌一生極為神聖的名字，然而耶穌從未向

其他人透露這件事。他知道猶太權威人士們無法容忍任何宣

稱自己是彌賽亞的人，因為這個緣故，耶穌只有在少數場合

提及自己是基督（Christ）。然而道成肉身居住在我們當中時

宣稱他是完完全全的神，似乎也是一種對神性的不敬，所以

耶穌選擇把神聖的名字保留給他自己。只有當您明白希伯來

文時，才能了解為什麼耶穌將「以馬內利」這個名字隱藏起

來。 

 

文章來源：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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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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