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以色列焦點第 243期 
 

 

俄軍在基輔近郊爆發激戰 

 

普丁軍隊正準備「在頓巴斯地區展開新一波攻擊」。烏克

蘭表示：「我們已做好準備」。人道援助車隊也嘗試抵達

遭到圍困的馬立波。 

 

（美聯社基輔電）基輔市郊和其他地區週四爆發激烈戰鬥。

有跡象顯示，克里姆林宮（Kremlin）打算以緩和衝突的談

判當掩護，讓軍隊重新集結、再補給，並在重新部署後，

加強火力攻擊烏東地區。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清晨在視訊演

說中表示，烏克蘭看到「俄羅斯正在集結軍隊，準備在頓

巴斯（Donbas）進行新一波攻擊，我們也已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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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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3月 30日，烏克蘭基輔一座購物商場在 3月 21日遭轟炸後，

一名士兵走過全毀的商場廢墟。（美聯社照片/Rodrigo Abd） 

 

同時，俄羅斯軍方同意在該地區有限度停火後，巴士車隊

已前往馬立波，再度嘗試撤離被圍困在這座港口城市內的

平民。俄烏兩國預計在週五展開新一輪談判，盼能終止戰

事。 

 

紅十字會表示，紅十字會團隊已帶著醫療與其他救援物資

前往馬立波，希望將平民從被包圍的城市撤離。過去幾星

期，已有數萬人成功經由這條人道走廊撤出馬立波。截至

上周，這個城市人口從戰前的 43 萬人減至預估約 10 萬人。

但由於俄軍持續發動攻擊，其他援助行動因而受阻。 

 

  



 

同時，地區官員表示，在克林姆林宮宣布「為增加雙方互

信以及為進一步談判創造條件」，會大幅縮減在烏克蘭首

都與北部大城切爾尼戈夫 (Chernihiv) 近郊的軍事行動。兩天

後，俄軍卻在烏克蘭最近收復的基輔郊區展開轟炸。 

 

英國國防部的報告也指出，「俄羅斯在切爾尼戈夫近郊展

開大規模轟炸與飛彈攻擊。」當地州長喬斯（Viacheslav 

Chaus）表示，俄軍正在調動軍隊，但可能不是為了撤軍。 

 

 
2022 年 3 月 22 日，來自烏克蘭利沃夫（Lviv）的難民抵達羅馬的紅

十字會總部。（美聯社照片/Alessandra Tarantino） 

 

俄羅斯國防部的報告也指出，週三稍晚，俄軍對烏克蘭儲

油槽發動新一波攻擊。烏克蘭官員表示，過去一天內，東

北部城市哈爾科夫（Kharkiv）周邊地區也遭到炮火攻擊。 

 



 

儘管俄軍在這些地區激烈交戰，俄羅斯軍方表示，他們承

諾從馬立波到烏克蘭控制的城市札波羅熱（Zaporizhzhia）

沿線停火。 

 

烏克蘭副總理韋列舒克（Iryna Vereshchuk）表示，已派出

45輛巴士接送在戰火肆虐下物資極度匱乏的平民。 

 

歷經長達一週的包圍與轟炸，城內的食物、水和醫療物資

都幾乎耗盡。設法逃出的平民通常已搭乘私人車輛離開，

但留在市區內可駕駛的車輛數目減少，而且燃料不足。 

 

 
2022 年 3 月 29 日，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情況下，志工組成的車

隊離開札波羅熱，準備載運物資給困在馬立波的平民。（Emre 

Caylak/法新社） 

 

紅十字會在聲明中表示：「發起這次行動相當重要，馬立

波數萬人的性命都要靠它。」 



 

當紅十字會宣布新一波撤離行動時；有證據顯示，本月稍

早前，在俄軍密集轟炸下，馬立波市區內的紅十字會倉庫

也遭到砲擊。 

 

美國「行星實驗室」(Planet Labs PBC) 的衛星照片顯示，在

白色背景標示紅色十字的屋頂上出現大洞。這個援助機構

表示，自 3月 15日以來，就沒有人員在現場。 

 

根據烏克蘭首席談判代表阿拉哈米（David Arakhamia）表示，

烏克蘭與俄羅斯將在週五舉行視訊會談。這場血腥戰爭已

持續六個星期，造成數千人死亡，高達 4 百萬烏克蘭人逃

離這個國家。 

 

 
2022 年 3 月 29 日，俄羅斯與烏克蘭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多爾瑪巴

赫切宮（Dolmabahce Palace）舉行數週以來首次面對面談判，希望

結束為期近五週的戰爭。這場戰爭造成約 2 萬人死亡。烏克蘭代表

團車隊離開時，安全人員在一旁站崗。（Yasin Akgul/法新社） 



 

似乎很少有人相信，俄烏雙方會在近期內化解衝突。尤其

是當俄軍提出在幾處地點縮減戰爭行動後，卻又對這些地

方發動攻擊。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秘書長史托騰柏格（ Jens 

Stoltenberg）表示，根據情報顯示，俄羅斯不是要縮減在烏

克蘭的軍事行動，而是打算重新整編及部署戰力，再投入

頓巴斯（Donbas）的攻擊行動。 

 

史托騰柏格表示：「俄羅斯一再謊稱其意圖」。他補充道：

「俄羅斯打算重新集結軍隊、恢復補給並加強火力攻擊頓

巴斯地區。」同時他提到，基輔和其他城市依然承受壓力。

「我們可以預期，攻擊行動增加就會有更多人受害。」 

 

頓巴斯是操俄語為主的工業區。從 2014 年以來，由莫斯科

撐腰的分離主義分子就不斷與烏克蘭部隊交戰。過去幾天，

克林姆林宮似乎在轉移戰略目標，現在他們的「主要目標」

是控制頓巴斯包括馬立波在內的頓內次克（Donetsk）與盧

甘斯克（Lugansk）地區。 

 

根據俄羅斯國營媒體報導，頓內次克（Donetsk）叛軍首領

普希林（Denis Pushilin）下令在馬立波成立市政府，表明俄

羅斯有意拿下並管理這座城市。 

 

 



 

 
2022 年 3 月 24 日，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抵達布魯塞爾的北約總

部，在舉行北約特別峰會前，對媒體代表發表演說。（ Kenzo 

Tribouillard/法新社） 

 

基輔郊區的地方州長帕爾維克（Oleksandr Palviuk）在社群

媒體表示，俄軍砲轟伊爾平（ Irpin）和馬卡洛夫

（Makarov），在霍斯托梅爾（Hostomel）附近也有戰事發

生。帕爾維克表示，由於烏克蘭軍隊進行反擊，導致東部

布洛瓦利（Brovary）近郊的部分俄軍被迫向東撤退。 

 

英國國防部表示：「儘管撤離少部分俄國軍隊，但俄軍依

然持續駐守在基輔以東和以西的位置。未來幾天，很有可

能在基輔郊區展開激烈交戰。」 

 

正當西方官員尋找有關俄羅斯下一步行動的線索。英國最

高情報官員表示，在烏克蘭的俄羅斯士兵士氣低落，拒絕

執行命令，自毀裝備，而且意外擊落自家飛機。 



 

 
2022 年 3 月 30 日，一名受傷男子從伊爾平撤離後，在烏克蘭基輔

郊區與一名士兵（左邊）交談。（Rodrigo Abd/美聯社） 

 

英國情報機構政府通訊總部（GCHQ）通訊電子偵查主任佛

萊明（Jeremy Fleming）在澳洲的一場演說中表示，俄羅斯

總統普丁顯然「嚴重誤判」這次入侵行動。佛萊明表示，

即使普丁顧問似乎不敢說出真相，「但其政府對這些誤判

程度必定了然於胸。」 

 

美國情報官員也得出類似結論，普丁被顧問誤導，因為顧

問不敢據實說出評估結果。 

 

克林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示，美國的

情報有誤，「不論是美國國務院或五角大廈都沒有掌握有

關克林姆林宮實際運作的真正資訊。」 

 



 

佩斯科夫表示：「他們不瞭解普丁總統，不瞭解決策機制，

也不瞭解我們的行事風格。」 

 

 
於 2020年 12月 17日拍攝的檔案照。俄羅斯總統普丁在新奧加廖沃

（Novo-Ogaryovo）總統官邸以視訊方式在年度記者會上發表談話。

在莫斯科世貿中心的會議中心，克林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就坐在

普丁顯示畫面正前方。（Natalia Kolesnikova/法新社） 

 

另一方面，普丁授權自 4 月 1 日開始徵召 13 萬 4,500 名新

兵入伍。雖然這是例行性徵兵，但仍引發外界擔憂，有些

徵召入伍者會被派往烏克蘭。 

 

普丁和俄國國防部長蕭依古（Sergei Shoigu）承諾，這些入

伍新兵將不會派往烏克蘭參戰。不過，本月早些時候，俄

羅斯軍方坦承，有部分徵召入伍者最後被派到烏克蘭，並

在那裡被俘。 

 



 

新聞出處：TOI 

新聞日期：2022/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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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摩太前書 2:1-2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為君王

和一切在位的，也該如此，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

無事的度日。 

 

詩篇 103:8 

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 

 

禱告 

為俄羅斯與烏克蘭的兩位總統禱告，願神在他們心中放下

和平的種子，使烏俄戰爭能盡快停火，願滿有憐憫與慈愛

的神，帶下平安與醫治在流離失所的難民心中。 

  



 

巴勒斯坦警告在齋戒月行動將引發

暴力衝突 

 

法塔官員對《耶路撒冷郵報》表示：「只要猶太復國主義

者停止侵入行動，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就能夠協助緩和緊張

情勢。」 

 

 
2021 年 5 月 8 日，在伊斯蘭教齋戒月中神聖的「吉慶之夜」（Laylat 

al-Qadr），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舊城的大馬士革門（Damascus 

Gate）與以色列警方爆發衝突時舉起手勢。 

 

哲寧（Jenin）地區法塔（Fatah）執政派系的資深成員薩米

（Shami al-Shami）在週四表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人日益

緊張的關係，不禁讓人想起 20 年前，以色列國防軍在約旦

河西岸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之前的那段日子。 



 

2002 年，為了阻止恐怖份子對以色列發動攻擊，以色列在

約旦河西岸展開自 1967年六日戰爭（Six Day War）以來最

大規模的軍事行動「防衛盾牌行動」（Operation Defensive 

Shield）。 

 

已解散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員會（ Palestinian Legislative 

Council）前議員薩米對《耶路撒冷郵報》（The Jerusalem 

Post）表示，以色列採取的行動，包括在齋戒月前夕，從週

六晚上開始「侵入」巴勒斯坦城市、城鎮和難民營。這些

行動可能會讓所有緩和緊張情勢的努力都付諸東流。 

 

哈瑪斯和其他巴勒斯坦陣營警告，以色列在齋戒月採取的

「做法和攻擊行動」，將「引爆衝突」。 

 

為了避免在齋戒月引發衝突，約旦國王阿布杜拉（King 

Abdullah）在本週稍早前曾罕見地訪問巴勒斯坦城市拉馬拉

（Ramallah），並在當地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

（Mahmoud Abbas）和自治政府資深官員舉行會談，討論

最近在耶路撒冷與約旦河西岸的緊張情勢。 

 

以色列總統赫佐格（Isaac Herzog）、國防部長甘茨（Benny 

Gantz）和公共安全部長巴列夫（Omer Bar Lev）在約旦安曼

與阿布杜拉和當地政府資深官員舉行會談，以防止齋戒月

的安全局勢全面惡化。 

 



 

 

 

薩米指控以色列蓄意升高與巴勒斯坦人的緊張關係，在約

旦河西岸增加「侵入行動」及犯下「罪行」。尤其是週四

早上，以色列國防軍在哲寧難民營的行動，造成兩名巴勒

斯坦人喪生。 

 

在被問到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是否能夠防止緊張局勢進一步

升高，尤其在齋戒月期間，法塔官員表示：「只要猶太復

國主義者停止（巴勒斯坦社區的）侵入行動，巴勒斯坦自

治政府就能夠協助緩和緊張情勢。自治政府能夠與所有巴

勒斯坦陣營進行協商，讓緊張局勢得以平息。不過，以色

列政府似乎是在升高雙方的緊張關係。 

 

薩米警告：「以色列如果繼續採取對抗巴勒斯坦人的做法，

（巴勒斯坦人的）反抗會讓情勢變得更加暴力。」 

 



 

有人擔憂齋戒月期間可能爆發新一波暴力衝突，巴勒斯坦

官員在回應時對《耶路撒冷郵報》表示，巴勒斯坦自治政

府「已直接和間接向以色列轉達」，需要避免尤其是在耶

路撒冷的暴力衝突。 

 

這名官員表示：「以色列知道該怎麼做以避免情勢惡化。

我們已經透過直接聯繫窗口和第三方（包括約旦和美國）

對以色列人多次釋出訊息，現在就看以色列人如何回應。」 

 

不過，在齋戒月前夕，拉馬拉的巴勒斯坦官員強力抨擊以

色列，警告以色列對抗巴勒斯坦人的「挑釁做法」，包括

猶太人造訪阿克薩清真寺（Al-Aqsa Mosque）和聖殿山

（Temple Mount）。 

 

阿巴斯辦公室在聲明中「譴責以色列人升高衝突，採取對

抗巴勒斯坦人民及其尊嚴的危險做法。其中代表是猶太極

端分子在佔領區警方的保護下，闖入神聖的阿克薩清真

寺。」 

 

聲明中也提到，猶太人絡繹不絕造訪聖殿山，巴勒斯坦人

經常將這樣的舉動描述為暴力入侵。 

 

這項聲明也公開譴責「佔領區部隊在哲寧市區犯下令人髮

指的罪行，造成幾位平民喪生，以及其他 14 人受傷，其中

三人傷勢嚴重。」 

 



 

聲明中也提到，週四稍早前，在哲寧難民營爆發以色列國

防軍與巴勒斯坦人的衝突。 

 

阿巴斯辦公室表示：「這種挑釁做法升高這個地區的緊張

情勢。以色列這種升高衝突的做法背離各界為了讓齋戒月

成為聖月所做的努力。我們要求佔領區政府對於升高衝突

及其後果負完全的責任，並呼籲國際社會應立即採取行動，

約束以色列的行動，並要求以色列為其犯下的罪行負責。 

 

巴勒斯坦伊斯蘭教令最高評議會（ Palestinian Supreme 

Fatwa Council）呼籲穆斯林在齋戒月來到耶路撒冷和阿克薩

清真寺，強化穆斯林在這些地方的存在意義。 

 

評議會表示：「由於（以色列人發起的）激進運動是以挑

戰阿克薩清真寺的存在地位、神聖性與團結一致為目標，

因此這座清真寺迫切需要自己人民來到這裡，證明其存在

意義。由於屯墾區人民大舉侵入這座清真寺、庭院和大門，

因此這場運動最近達到巔峰。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總理史泰耶（Mohammad Shtayyeh）指控

以色列，在齋戒月前夕「挑起穆斯林情緒」。 

 

史泰耶指的是哲寧難民營的衝突事件和猶太人造訪聖殿山

的行程，他警告以色列犯下的「罪行」將帶來「嚴重影

響」。 

 



 

史泰耶批評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在最近

別是巴、哈代拉（Hadera）和貝內貝拉克（Bnei Brak）發生

恐怖攻擊事件後，建議以色列民眾攜帶武器。 

 

根據史泰耶的說法，班奈特的建議是「呼籲國際社會應該

緊急介入，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保護。」 

 

法塔第二號人物阿魯爾（Mahmoud Aloul）也嚴厲抨擊以色

列，指責以色列的做法是「侵犯所有正義與文明的價值」。 

 

阿魯爾表示，巴勒斯坦人將被迫對以色列的做法作出回應，

但並未具體說明內容。 

 

對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外交部來說，他們呼籲國際社會不要

被誤導，一昧相信以色列有關穩定局勢的宣傳。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外交部長在聲明中表示：「以色列的企

圖與計劃是要升高情勢，走向暴力衝突。這證明以色列穩

定局勢的說法是憑空捏造。」 

 

自治政府外交部長也警告，不應該允許猶太人「闖入」聖

殿山，或「應該設下限制，阻止猶太人在齋戒月期間進入

阿克薩清真寺。」 

 

  



 

自治政府外交部會表示，以色列政府「需要為刻意升高衝

突，以及對我們人民造成侵害與罪行直接負起完全責任」，

他也警告以色列，將為其行動承擔「災難性後果」，尤其

是猶太人在齋戒月期間以挑戰阿克薩清真寺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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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詩篇 29:11 

耶和華必賜力量給他的百姓；耶和華必賜平安的福給他的

百姓。 

 

以賽亞書 26:3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為他倚靠你。 

 

禱告 

求神賜給以色列政府智慧與安穩的心，使以色列能專心倚

賴神，並求神幫助以色列，在穆斯林的齋戒月能保護百姓

的安危，也願神的和睦臨到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讓真實的

平安臨到以巴雙方。 

  



 

班奈特認為 

以色列人民帶武器保護自己是對的 

 

以色列安全部隊對恐怖份子展開高度戒備，也特別留心容

易草率開槍的人民與在沒有正當理由下向平民開火的維安

人員的情況。 

 

 
2022 年 3 月 22 日在貝爾謝巴（Beersheba）發生刺傷事件的現場

（圖片來源：MEIR EVEN HAIM）。 

 

週三，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對以色列

公民錄製的影片聲明中，呼籲具有槍枝許可證的人可以攜

帶武器在身上，因為近期在一週內發生了三起致命的恐怖

攻擊事件，並造成 11名無辜的百姓遭害身亡。 

 



 

「致以色列公民，我們目前正在經歷恐怖主義所帶來的殘

忍攻擊。」班奈特如此表示。「以色列公民，你們需要什

麼？你們需要警覺性與為自己負責，要睜亮你的眼睛。擁

有槍枝許可證的人，此刻就該隨身攜帶武器保護自己。」 

 

由於大多數的以色列人曾在軍隊服役過，因此與其他國家

相比，知道如何以負責任的態度使用槍枝的公民比例更高，

所以班奈特總理週三時的呼籲是有道理的。 

 

必須強調的是以色列的法律實際上並不承認人民有攜帶武

器的權利，任何希望能攜帶槍枝的百姓都必須達成一系列

嚴格的要求。 

 

「以色列公共安全部（Israel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的

槍枝許可部門負責監督與發放槍枝許可證給以色列居民、

機構及組織。」政府的官方網站寫道。「槍枝許可部的運

作遵照 1949 年的槍枝管理法與公共安全部部長所頒布的政

策。」 

 

攜帶槍枝的資格包括持有者必須是 18 歲以上的公民或永久

居民，且至少要具備基礎的希伯來語能力。更重要的是，

根據 2018 年《槍枝使用訓練條例》，人民要獲得槍枝許可

證，必須有醫生簽署的健康聲明，並接受槍枝使用培訓，

通過考試及達成實用射擊的要求。 

 



 

 
恐怖攻擊發生後，總理納夫塔利．班奈特（Naftali Bennett）與以色

列國家安全局（Shin Bet）局長羅南．巴爾（Ronen Bar）在哈代拉

（Hadera）警察局。（圖片來源：KOBI GIDEON/GPO） 

 

對持有槍枝許可證的以色列公民如此嚴格的舉措和責任教

導，解釋了為什麼以色列發生意外開槍事件相對於其他國

家較少的原因，這也是必須維持下去的記錄。 

 

專攻行政法的耶路撒冷律師麥可．德克爾（Michael Decker）

解釋道，在以色列拿到槍枝許可證比在美國還要難上許多。 

 

「來自外國的遊客看到在以色列街頭公然攜帶武器的以色

列國防軍士兵與維安人員，可能會感到很奇怪。」他指出。

「發放私人槍枝許可證的程序，對於不是國防部或警察的

以色列人而言是相當嚴格的。」 

 



 

德克爾指出，以色列沒有如同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賦予人

民攜帶武器的權利。「槍枝許可證是一種特權，並不是權

利。」他寫道。「此外，因著最近發生的暴力事件中使用

這些武器，政府近年來的政策其實是減少以色列持有私人

槍枝的人數。」 

 

在週三的內閣會議後，總理強調政府和維安部隊的首要任

務是「防止更多的恐怖攻擊與加強公民的維安與安全感。」 

 

班奈特強調以色列警方現在正面臨緊急狀態，以色列國防

軍也配置「15 連最好的士兵」，用以幫助警方。此外，所

有士兵都被命令在離開基地時必須攜帶武器回家。 

 

週二，在別士巴發生造成四名以色列百姓喪生的恐怖攻擊

事件之後，警方宣布他們將放寬平民為「壓制」恐怖份子

而使用槍枝的政策。這是在警方沒收向恐怖份子開槍之平

民的私有槍枝後，引發公眾爭議才宣布的，而槍枝後來也

被歸還給槍枝持有人。 

 

儘管班奈特呼籲人民需要採取必要的自保行為，但也必須

強調以色列並不同意私刑暴力。 

 

本週針對新一波恐怖主義的右派抗議中，可以聽見示威者

高喊「阿拉伯人去死」等口號，並威脅要進行報復的攻擊

行動。 

 



 

以色列安全部隊已經對恐怖份子展開高度警備，也特別留

心容易草率開槍的人民與在沒有正當理由下向平民開火的

維安人員等情況。 

 

同時也提醒攜帶武器的百姓，請留心總理所說的：「要保

持警覺性，也要對持有與使用槍枝負起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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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與禱告方向： 

 

詩篇 121:4-5 

保護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覺。保護你的是耶和華；

耶和華在你右邊蔭庇你。 

 

詩篇 133:1-2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地美！這好比那貴

重的油澆在亞倫的頭上，流到鬍鬚，又流到他的衣襟； 

 

箴言 10:12 

恨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 

 

禱告 

願保護以色列的萬軍之耶和華神，降下平安與愛在以色列，

消弭以色列人民與阿拉伯人的仇恨，使他們能和睦同居，

彼此相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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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