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40期 
 

彌賽亞猶太信徒的歷史學研究 

為何重要（一） 

 

我們試著將以色列地和海外彌賽亞猶太信徒的史料進行爬

梳整理，邀請你們加入我們的行列。 

 
（照片來源：Shutterstock） 

 

2022.3.15  猶太曆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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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基督徒和猶太人對以色列地 （Eretz Israel） 相信主耶穌

的彌賽亞猶太信徒提出了重要問題。今天在猶太國家彌賽

亞猶太信徒幾乎隨處可見，他們努力形塑自己的身分認同、

神學與呼召。為此，他們應該重視有助於定義猶太歸主運

動 （Messianic Jewish Movement） 的重大歷史事件。 

 

唯有徹底正視猶太歸主運動的現代歷史，彌賽亞猶太信徒

才會開始認識自己現在是誰，以及該如何面對未來的挑戰。

這個系列單元希望為其中一些重要問題尋找答案。 

 

⚫ 猶太歸主運動的歷史有多長，其根源在哪裡？ 

⚫ 為何許多猶太人改信基督教並採用外邦基督教傳統？ 

⚫ 彌賽亞猶太信徒能夠模糊基督教與猶太教在歷史與社會

方面的界線嗎？ 

⚫ 猶太人與基督徒同時存在的現實意義為何？ 

⚫ 現代猶太基督徒在神學上能否完全接受教會的信條與教

義？ 

 

回答這些困難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需要考量現代彌賽亞猶太教 （Messianic Judaism） 

的史實 （Factual History）。在教會機構中也有人提出類似

的問題，但由於擔心猶太「改教者」將有損他們的權柄地

位並主導基督教界，而不願弄清事實真相。 

 

其中有不少問題是來自對歷史問題感到困惑或對這些問題

天真無知的人。 



 

我不是說無知是一種罪，完全不是這個意思！當然無知也

可以是一種幸福，特別是當有人選擇更加著重在少數他們

偏好的話題。然而只要有人提出重要的歷史問題，就需要

有人給出適當答案。那些真正有興趣瞭解這些問題的人，

哪怕只是一時興起，只要他們求助專業的歷史學家，就可

以從中獲得有關彌賽亞猶太信徒在聖經之地的可靠資訊。 

 

以色列的彌賽亞猶太信徒歷史至關重要 

 

兩千年前，當整個世界都還在拜石頭與木造之神時，耶穌

信徒的普世性運動就在以色列地的猶太人中誕生，這是歷

史事實。上帝讓當時的猶太人與應許之地成為主耶穌第一

次奇蹟般來到地上的最早見證人。難道這只是巧合？當然

不是！正如使徒保羅所寫道，以遠方的野橄欖象徵外邦異

教徒被嫁接到原來的好橄欖樹上，好橄欖樹即代表以色列

和猶太聖經（羅馬書 11:16-18）。 

 

於是在這位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面前，猶太人與

外邦人兩下合而為一。這種合一首次發生在該撒利亞 

（Caesarea） 這個沿海城市裡的希伯來人使徒彼得與羅馬官

長哥尼流身上（使徒行傳第 10章）。 

 

兩千年後，所有耶穌信徒，不論是猶太人或非猶太人，都

想要知道彌賽亞聖經信仰的發源地將有什麼事發生。因此，

猶太人和外邦耶穌信徒想要從以色列地的信仰實踐來發現

他們信仰中的真正猶太特質，也就不足為奇了。 

 



 

16世紀的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就已提出「回歸本源」

（Back to the sources；拉丁文是 ad fontes）的口號。例如，

在猶太聖日 （Jewish Holy Days） 中可以找到聖經實踐與信

仰的根源（利未記 23章）。 

 

今天，猶太城鎮與村莊又再次用希伯來文守相同的古老猶

太聖日。我可以確信，主耶穌在加利利猶太會堂與耶路撒

冷聖殿時，也是用希伯來文講道。在錫安土地上，上帝兒

子以希伯來人的角度形塑祂要傳達的整體思維與教導模式。

因此，許多人會問：在現代社會中，尤其是在猶太人口占

多數的以色列地，要如何實踐彌賽亞猶太信徒的生活？ 

 

接在原樹上 

 

今天在耶路撒冷，就在彌賽亞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自死

裡復活後的兩千年之後，我們見證了彌賽亞猶太信徒在同

一塊土地上奇蹟般復興。目前彌賽亞猶太信徒正接在自己

原來的橄欖樹上—不只是在猶太國家，還是在自己的猶太家

園。 

 

幾個世紀以來，彌賽亞猶太信徒被教會與猶太會堂逐出猶

太人自己的土地。如今，他們又回到同一塊土地上，等候

將要發生的末後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這也應驗了使徒保

羅所提到的「原來的枝子」，也就是耶穌猶太信徒將被接

到「原樹上」（羅馬書 11:24）。 

 



 

這項仍在持續上演的奇蹟絕非憑空而來。這位全能主顯然

運用了事件中的歷史背景及其過程來彰顯這位歷史的主如

何有智慧地適時安排歷史拼圖中的各個片段，並將他們拼

湊在一起。因此，對於一位可靠的歷史學來說，特別是當

他尊崇這位造物主時，他的任務即是顯明這位創造主如何

運用祂的某些位格，能夠在按著時間順序的框架內完成祂

的計畫。 

 

不合時宜的運動？ 

 

許多基督徒和猶太人認為，大約在四世紀，彌賽亞猶太信

徒就已經從當地教會中消失；故此，現代猶太歸主運動不

在歷史次序與時間之內。因此，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堅決認

為，現代耶穌猶太信徒不屬於約 16 世紀之前住在以色列地

的第一批耶穌猶太信徒。換句話說，由於現在的彌賽亞猶

太信徒欠缺歷史連貫性，因此他們是過時的，但這種歷史

觀點正遭到駁斥。 

 

尤其自從十九世紀末，世俗派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赫茨爾 

（Theodor Herzl） 的領導下已做出系統性解釋，認為這項

運動自然銜接到兩千年前猶太人遭放逐前的那段時期。另

外，有人指控世俗派猶太復國主義對以色列地領土的野心

是過時的產物。不過，事實證明，猶太人（也包括彌賽亞

猶太信徒）現在回到自己的家園，與當時主對亞伯拉罕的

應許一樣重要！  

 



 

此外，根據《聖經》的預言，當上帝兒子回到耶路撒冷時，

祂將在錫安山上的聖殿掌權一千年（啟示錄 20:1-6），這是

彌賽亞猶太信徒與其他耶穌信徒期待看到未來歷史中將要

發生的事。在這樣的脈絡下，過去與未來的歷史將永遠相

連在一起。 

 

歷史學研究的問題有哪些？ 

 

以可靠來源為基礎的歷史陳述必須詳盡、精確，而且以條

理分明的方式呈現。只是光就事實分歧或歧異提出的「歷

史」，還稱不上嚴謹。因此，例如，對現代以色列國家中

彌賽亞猶太信徒進行的歷史書寫，又稱作歷史學 

（Historiography），就不能只從 1948年開始。 

 

我們必須意識到，在 1948 年之前，鄂圖曼帝國和英國託管

時期也有深具影響力的人物與事件是不容被忽視的。此外，

例如，只是簡短提到鄂圖曼帝國時期的某個人物，就假設

這種描述已涵蓋整個時期；或者只提及鄂圖曼帝國時期的

某個人物，然後就迅速「跳到」1948 年，完全忽略這個國

家在英國統治下的關鍵人物與重要事件，這是相當不專業

的做法。因為這些人物與事件為「猶太基督徒」與今日

「彌賽亞猶太信徒」的出現帶來了深遠影響。 

 

這種未考慮到合理參考框架的不專業態度，不應該是其他

人效法的榜樣。 

 



 

我認為這類的「歷史學」（Historiography） 研究會有損真

理，是對主的褻瀆，也是以色列地耶穌猶太信徒真正相關

運動發展所缺少的一環。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將會談到

更多關於這個主題。 

 

（編按：這個新的系列單元作者格遜·奈雷爾  （Gershon 

Nerel） 是現代耶穌猶太信徒運動的歷史學家，他在希伯來

大學的博士論文是有關〈1917 年到 1967 年：以色列地彌賽

亞猶太信徒的歷史〉（Messianic Jews in Eretz Israel 1917-

1967）。） 

 

文章出處：israel today 

新聞日期：2021/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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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弗所書 2:11-16 

所以你們應當記念：你們從前按肉體是外邦人，是稱為沒

受割禮的；這名原是那些憑人手在肉身上稱為受割禮之人

所起的。那時，你們與基督無關，在以色列國民以外，在

所應許的諸約上是局外人，並且活在世上沒有指望，沒有

神。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靠著他

的血，已經得親近了。因他使我們和睦（原文作：因他是

我們的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既在十字架上滅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

與神和好了。 

 

我們為基督耶穌已經在十架上成就的合一，來為猶太彌賽

亞信徒和外邦基督徒的彼此接納與真實合一禱告，奉主名

宣告那過去歷史上的傷害，要在基督耶穌裡完全得醫治和

釋放！使我們兩下合而為一要為榮耀君王預備回來的道路。 

 

 

 

  



 

聯合國將討論美、烏兩國的 

「生物戰實驗室」 

 

美國稱這項說法「荒謬可笑」，並認為莫斯科可能在為使

用化學或生物武器做準備。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今年稍早前召開會議。（照片來源： JOHN 

MINCHILLO/路透社） 

 

外交人員表示，在俄羅斯的要求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於

週五召開會議，討論莫斯科在未提出證據下指稱美國在烏

克蘭從事「生物活動」。華府稱這項舉動為企圖混淆視聽。 

 

這次會議預計在週五上午召開。 

 



 

俄羅斯駐聯合國首席副代表紀柏梁（Dmitry Polyanskiy）在

推文中表示：「俄羅斯代表團要求聯合國安理會 3 月 11 日

召開會議，討論美國在烏克蘭領土上從事軍事生物活動一

事。」 

 

俄羅斯再次指控華府在烏克蘭經營生物戰實驗室，美國週

三否認該指控，稱這項說法為「荒謬可笑」，並表示莫斯

科當局可能在為使用化學或生物武器做準備。 

 

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言人達爾頓（Olivia Dalton）週四表

示：「我們警告，俄羅斯可能會發起某種嫁禍行動，為的

是合理化其生物或化學武器攻擊。」 

 

 
從影片中擷取的畫面，消防隊員正在撲滅儲油槽火勢。烏克蘭緊急

服務中心表示，俄羅斯在 3 月 7 日空襲烏克蘭日托米爾（Zhytomyr）

地區導致了這場大火。（圖片來源：烏克蘭緊急服務中心/路透社提

供） 



 

她補充說道：「俄羅斯有使用化學武器的先例，並長期違

反國際法進行生物武器計劃，我們不會讓俄羅斯栽贓的計

謀得逞。」 

 

週二稍晚，俄羅斯重複數年來的指控，認為美國與烏克蘭

實驗室合作開發生物武器。在莫斯科對烏克蘭發動軍事行

動的前夕，俄羅斯媒體又增加這項說法。俄羅斯外交部發

言人沙卡洛娃（Maria Zakharova）在週三也做了類似的指控。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週三在聲明中表示，

俄羅斯「正在捏造不實的藉口，企圖將他們在烏克蘭的可

怕行動合理化。」 

 

烏克蘭和許多其他國家一樣有公共衛生實驗室，研究如何

減輕危險疾病對動物及人類影響帶來的威脅。這些實驗室

獲得美國、歐盟（EU）和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支持。 

 

新聞出處：JP 

新聞日期：2022/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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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賽亞書 30:18 

耶和華必然等候，要施恩給你們；必然興起，好憐憫你們。

因為耶和華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彌迦書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我們繼續為烏俄戰火停火禱告！也求主使用以色列成為促

成和睦的國家。 

  



 

是什麼讓夏娃的受造如此有趣 

 

 

 

每位聖經的讀者都熟悉伊甸園中起初的兩個人──亞當和夏

娃──的故事。首先，上帝用塵土造人。然後，看著亞當獨

居不好，決定用亞當的一條肋骨造成一個女人。然而，這

男人女人的形成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區別。你知道是什麼嗎？ 

 

人的形成  

 

當你閱讀英文聖經時，瞭解亞當和夏娃都是「受造的」。

但是，在希伯來語原文中，有一個顯著的差異。亞當被造

時，使用動詞 yatzar יצר（創 2:7）。意思是「他塑造」，這

與陶工用粘土製作器皿的動詞相同。動詞 yatzar 是神聖創

造的預設詞彙，在創世記的第一章多次出現。  



 

女人：傑作 

 

然而，在創造夏娃的例子中，使用了動詞 banah בנה ，意思

是「他建造」（創 2:22），而這是聖經中唯一建造是被解

釋成「創造」的地方，為什麼呢？動詞 banah בנה 與 binah 

一詞 有關，意思是「智慧」。這表示夏娃幾乎不遜色於בינה

亞當。正好相反的是，女人從一開始就被賦予卓越的洞

見。  

 

與彌賽亞連結 

 

夏娃的創造讓人想起聖經另一個著名的段落，當中包含了

binah 這個詞。先知以賽亞在談到未來的彌賽亞時說，從耶

西的本必發一條：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

有智慧和聰明的靈（binah）」（賽 11:2）。  

 

研究真理 

 

夏娃，很像彌賽亞，一開始時是出於某個偉大事物的分支。

她被賦予神聖的智慧（binah），為之後世代的女性賦權奠

定了基礎。正是原始文本中的這些細微差異，使理解聖經

變得如此有趣。 

 

文章出處：Israel Institute of Biblical Studies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以色列該如何應對烏克蘭難民危機？ 

 

神希望以色列如何對待「在以色列中的陌生人」？而以色

列準備好迎接「末世」大規模的移民潮嗎？ 

 

 
烏克蘭猶太難民在以色列找到新家。（照片來源： Tomer 

Neuberg/Flash90） 

 

充滿恐懼的面孔，母親在白雪覆蓋的街道上緊抱著哭泣的

嬰孩，以及那些因著烏克蘭百姓逃向鄰國邊境時被拋棄在

街邊的汽車，這些都不是好萊塢製作的末日電影畫面，而

是一場如惡夢般的現實情況。 

 



 

隨著俄烏間戰火持續延燒，超過 200 萬名烏克蘭難民逃離

家園，逃往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斯洛伐克等鄰近國

家，也逃向摩爾多瓦與其他歐盟國家。 

 

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公佈了目前（截

至 3月 8日止）接受難民的烏克蘭鄰國名單： 

 

波蘭：1,027,603人 

匈牙利：180,163人 

斯洛伐克：128,169人 

摩爾多瓦：82,762人 

羅馬尼亞：78,977人 

俄羅斯：53,300人 

白俄羅斯：406人 

其他國家（歐洲）：183,688人 

 

自二戰後，從未出現如此大規模又令人心碎的移民危機。 

 

二戰前逃離歐洲的猶太人試圖移民到由英國統治的以色列，

當時英國限制僅 50,000 至 60,000 名猶太難民得以入境。現

在以色列處在猶太人的治理下，有了能為猶太人民做正確

事情的絕佳機會。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已經有超過 15,000 份來自烏克蘭猶

太人回歸（Aliyah）以色列的請求。 

 



 

那以色列怎麼想呢？以色列在人道主義的同情心和維護以

色列「猶太人身份」之間存在分歧的想法。 

 

猶太人事務局和以色列內政部持續日以繼夜的工作，為準

備接收成千上萬尋求前往以色列避難的烏克蘭人。 

 

他們準備好緊急住宿地點，在機場提供熱食給難民，還向

夫妻、家庭和單身人士提供了不同金額的一次性經濟援助。 

 

然而緊急移民危機的壓力下，以色列內政部和猶太人事務

局產生內部衝突，顯露出猶太人回歸過程的複雜制度。這

並不是過程有問題的意思，而是以色列內政部或宗教團體

掌控的影響力所導致根本上的制度問題。 

 

總體而言，以色列對猶太移民和難民有著非常嚴格的政策。

隨著世界各國似乎更願意接納移民，以色列內部核心團體

反而縮緊政策，為的是讓以色列在根本上繼續保持為猶太

人的國家。 

 

通常猶太人回歸的程序需要漫長而艱鉅的幾個月時間，並

根據回歸法來決定每個被申請的案件，這迫使潛在的移民

跳過政府程序來證明他們的猶太血統。在現在這樣的緊急

情況下，這樣漫長的申請程序正在接受審查。 

 

根據回歸法，猶太人的部分定義是「由猶太母親所生或已

改信猶太教且不屬於其他宗教的人」。 

 



 

當第一批烏克蘭難民抵達本－古里安機場時，有 50 名難民

被拒於以色列國門外，有些人只允許作為遊客入境（僅能

待在以色列三個月），而其他人則需要支付 10,000 新謝克

爾（超過 3,000 美元）的押金才能進入以色列。以色列僑民

事務部部長納赫曼．沙伊（Nachman Shai）迅速反對，並要

求立即取消 10,000 新謝克爾的押金要求，認為這項規定

「不人道」。 

 

當內政部長阿耶萊特．沙凱德（Ayelet Shaked）開始縮減進

入以色列的烏克蘭難民限制人數，並將其限制在 25,000 人

時，引發了爭論，然而沙凱德部長表示「至本月底將有

15,000 移民，其中 90%的人中，甚至沒有任何一個人擁有

猶太血統的祖父母。」 

 

 
以色列處在進退兩難的困境，該為了保護以色列的猶太血統而送走

非猶太裔的烏克蘭難民，還是應該提供庇護給所有需要幫助的難民。

（照片來源：Tomer Neuberg/Flash90） 



 

為什麼以色列需要在意？ 

 

隨著戰爭在檯面上越來越沸騰，更多的猶太移民將再次敲

開以色列的大門。 

 

現在正是以色列證明他還記得或早已忘記自己曾經被困住、

被拒絕和絕望的尋找安全避風港的過往（想起二戰的警

惕？）。 

 

神告訴我們當如何對待「在我們中間的陌生人」？而以色

列準備好迎接「末世」大規模的移民潮嗎？ 

 

談到我們該如何對待陌生人時，神定了很高的門檻： 

 

「若有外人在你們國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負他。和你們

同居的外人，你們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樣，並要愛他如己，

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利未記 19:33-34 

 

愛外人如同愛自己一樣？把外人當作和我們一樣土生土長

的人？ 

 

有些人會爭辯說要愛著同為猶太人的鄰居已經夠難了，更

不用說愛一個從外地來的人，然而神喚起他們的同理心並

提醒以色列人：你曾經也是如此。 

 



 

神接著說這些外地人必須得到供應，不是從以色列剩下的

部分所拿取，而是透過以色列人慷慨的給予或放棄自己部

份所擁有的： 

 

「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

落的；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

未記 23:22 

 

孤兒寡婦和這些寄居的外地人有個共同點就是他們都失去

了親人。外地人已被帶離他們居住的家園，很可能也失去

了家人和朋友。神敦促以色列人團結起來，像對待家人一

樣關心他們： 

 

「他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衣食。所以

你們要憐愛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申命記 10:18-19 

 



 

 
逃離受俄羅斯入侵的烏克蘭的猶太移民，在他們祖先的家園找到了

避難的地方。（照片來源：Tomer Neuberg/Flash90） 

 

做好準備 

 

以色列是否應該接收更多的非猶太裔難民，以及猶太人必

需符合多少程度的規定才能成為猶太移民，這些應該交由

以色列自己決定。 

 

然而希望以色列做決策的準則是記得這些難民寄居在一個

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並得在統治這塊土地的人的憐憫之下

生活的感覺。 

 

當災難在國外發生時，以色列在提供人道主義和醫療救援

方面採取慷慨的態度，也盡最大努力為來到以色列的移民

提供協助。 



 

然而現在的情況是以色列在精神上與實際上都沒有為即將

到來的猶太移民回歸浪潮做好準備。 

 

烏克蘭猶太移民（以及未來不可避免的俄羅斯猶太移民）

如同以色列內政部面對崎嶇的耕地所需用的犁，為的是清

除政府中如巨石的官僚體制，並剷除如雜草一樣來自宗教

團體的掌控，並照顧如同嫩芽般需要幫助的人。 

 

神提醒以色列人要友好的對待外國人。過去神曾為 250 萬

至 300 萬在沙漠中徘徊、等待進入應許之地的希伯來人心

碎，就與祂現在為 200 萬名必須依靠其他人的憐憫才得以

生存的烏克蘭難民心碎一樣。 

 

以色列會照顧難民和猶太移民嗎？或以色列可以表現出熱

情好客的態度，歡迎難民與移民進入他們的家園嗎？ 

 

以色列已經在做了，也希望他們能照顧好自己如同照顧有

需要的人一樣，並期盼神的國降臨。 

 

文章來源：israel today 

文章日期：2022/03/10 

翻譯｜校稿｜編審｜耶路撒冷全球華人敬拜中心團隊 

 

  



 

經文與禱告方向 

 

申命記 10:18-19 

他為孤兒寡婦伸冤，又憐愛寄居的，賜給他衣食。所以你

們要憐愛寄居的，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作過寄居的。 

 

馬太福音 5:16 

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願神賜給以色列政府有更寬鬆的政策接納烏克蘭移民！記

得他們的列祖曾流亡在外，讓以色列以慈愛和憐憫的心善

待需要幫助的烏克蘭猶太難民，讓人看見以色列的好行為，

就見證了主要召聚世界四角的猶太人回歸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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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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