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越節領受祝福 

在疫情大流行期間守逾越節 

 

 

2021.03.09   猶太曆 5781    

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著作所有，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 



 

每年在逾越節(Passover 或 Pessach 期間就是要記念猶太人

從為奴之地走向自由的過程。這是猶太曆法中最重要的節日 

。通常，家人和朋友會在假期前夕齊聚一堂，一起享用特別

的逾越節晚餐(Seder)，並講述摩西如何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

及的故事。 

 

每年這個時候 ICEJ 都會收到許多請求，要求協助猶太弱勢家

庭慶祝這個重要節日。新冠病毒大流行持續對經濟造成嚴重

衝擊，因此今年這種需求較以往都來得大。疫情大流行已讓

以色列數千個家庭陷入貧窮與困境。根據以色列國家保險協

會(National Insurance Institute)最新的報告指出，由於新冠疫

情帶來的危機，讓以色列生活水平出現 20 年來最大的跌幅！

突然間，成千上萬的工人階級家庭面臨失業或遭到減薪，而

年輕人和單親家庭也只能勉強餬口。根據令人憂心的最新數

據顯示，每 10 位以色列人中就有 3 人生活在貧困中，而且

以色列人口中有 20%處於失業。因此，社工人員收到的援助

要求已增加 50%。 

 

今年訂於 3 月 27 日晚上開始的逾越節慶祝活動已經在進行

籌備。ICEJ 將與以色列各地城市與鄉鎮的社工人員合作，提

供包括食品雜貨、食物券、廚房用品在內的食物籃，讓這些

家庭也能擁有享受逾越節晚餐所需的一切。 

 

每年收到這些逾越節禮品的家庭都非常感謝他們獲得的支

持。逾越節禮品發放協調員珍妮·托霍克(Jannie Tolhoek))去年

在分送節日食物籃時，就收到以下回應： 



 

「你們的禮物對我來說實在意義重大…上個禮拜，我去到超

市，看到超市正推出特價促銷，但因為實在買不起，只好又

走出超市。你們協助讓我進行逾越節假期的採買。對於那些

慷慨奉獻的人，我要表達最深的感謝。」 

 

底下是來自亞實突(Ashdod)社工人員的回覆： 

 

「非常感謝您的大力幫忙！這對所有家庭來說意義重大，讓

他們臉上都掛著大大的笑容，並幫助他們帶著喜悅與欣慰的

心情慶祝逾越節。」 

除了食物籃之外，如果以色列政府實施的健康防疫措施能夠

允許大型集會，ICEJ 還打算資助幾個社區的逾越節晚餐。 

 

邀請您為猶太貧困家庭提供食物籃(價值 150 美元)，參與在

這個慶祝節日。請考慮幫助這些有需要的人，讓他們保有這

項美好的傳統，並記念他們是從埃及為奴中得蒙拯救。 

 

 

 

 

 

 

作者：Laurina Driesse 

出處：ICEJ News 

日期：2021/03/0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為猶太貧困家庭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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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 20:35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勞苦，扶助軟弱

的人，又當記念主耶穌的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禱告方向： 

以色列長期物價之高，疫情期間更是有很多人仍然處於失業 

，經濟頓時失去依靠。請為以色列貧困家庭禱告，在逾越節

期間經由列國基督徒的愛心捐助，使許多家庭都能在逾越節

期間買到有可吃的食物與禮物，使他們在春天的假期間，因

著上帝的愛，領受安慰。 

 

 
一起與台灣 ICEJ 祝福以色列，為貧困家庭提供逾越節食物籃。(Credit: 台灣

ICEJ) 

  



 

衣索比亞阿利亞骨肉團圓 

 

衣索比亞猶太人一家終於在以色列團圓 

 

 

儘管目前實施這些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旅遊禁令，ICEJ 仍將持

續積極支持目前出現的這波驚人的猶太回歸浪潮。儘管本古

里安機場的商業航班已停飛好幾個星期，但在 2021 年的前

兩個月，我們仍然贊助 557 位猶太移民飛往以色列的撤僑專

機；其中包括在過去 48 小時內從莫斯科抵達以色列的 100 位

俄羅斯猶太人，以及來自巴黎的 50 位法國猶太人，還有 20

多年來 ICEJ 最大規模的一次猶太回歸包機，這架班機已在本

月初降落在以色列。 

 



 

最近的這次包機是以色列政府正在進行的「以色列磐石行動」

(Operation Rock of Israel)專機接送計畫的一部分，這項計畫的

目的是要將 2,000 名衣索比亞猶太人接回故鄉以色列。儘管

以色列最近關閉主要機場，但到今年為止，ICEJ 已將 400 多

名衣索比亞猶太移民帶回到以色列。 

 

對於許多衣索比亞猶太回歸移民來說，他們的猶太回歸旅程

花了數十年之久，大部分時間都在貢德爾(Gondar)和阿迪斯

阿貝巴(Addis Ababa)臨時難民營中惡劣的生活條件下度過，

為的是等待搭機接送他們回到應許之地。但過去一年來，由

於當地嚴重飢荒、內戰、蝗蟲肆虐和新冠疫情大流行，只是

讓情況更加惡化，更不用說與親人長期分隔兩地，渴望最終

返抵色列地的夢想不斷延遲。每架新班機都載著幾十個相當

感人的個人與家庭生命故事，我們也很樂意和大家分享其中

的一些故事。 

 

埃馬尼·比塔(Amane Bitao)及其妻子和三名孩子都是搭上由

ICEJ 贊助的特殊猶太回歸包機，成為在 2 月 12 日抵達以色列

的 302 位衣索比亞猶太人中的一員。他回到以色列就表示全

家在歷經 11 年的骨肉分離後，一家人終於可以重新團聚。今

天對他們來說顯得格外意義重大，因為這是他隔離的最後一

天，在這之後，他的一家人包括母親、三個姐妹和兩個兄弟

終於可以在以色列土地上全家歡慶團圓。 

 



 

 

 

自從比塔一家人決定踏上返回以色列的旅程以來，已經過了

將近二十年。首先設法抵達以色列的是兩位姐妹，他們是在

11 年前和他們的丈夫以及子女回歸以色列，定居在佩塔提克

瓦市(Petah Tikvah)。剩下母親和三名兄弟姐妹仍留在衣索比

亞。八年後，母親獲准移民到以色列。但剩下三位兄弟姐妹

包括姐妹特德法萊茨(Tedfaletz)以及兄弟席高(Shigao)和埃馬

尼(Amane)和他們的家人仍留在貢德爾，抱著有朝一日能夠

返鄉的希望。比塔一家人分隔兩地，都渴望與家人重新團聚。 

 

 



 

 

 

特德法萊茨(Tedfaletz)描述在貢德爾臨時難民營裡生活遭遇

的困難。那裡的猶太家庭全都遭到衣索比亞地主的惡待，向

他們收取高額的租金，卻住在沒有自來水也沒有電的簡陋住

所。 

 

但比塔家族的確見證了上帝的信實。特德法萊茨與席高和他

們的家人終於在 1 月初獲准回歸以色列。不過，由於擔心哥

哥埃馬尼無法和他們一起回到以色列，必須等候下一趟班機 

，那股喜悅之情因此蒙上一層陰影。但在抵達以色列幾天後，

他們當時得知本古里安機場已經關閉，也擔心他哥哥的情況 

，尤其他曾經在衣索比亞軍隊服役期間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

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經過幾個禮拜焦急的等待，終於傳來令人振奮的消息。由於

他們的情況惡劣，因此在以色列官員和猶太事務局(Jewish 

Agency)人員的安排下，讓埃馬尼及其妻子和孩子成為這 302

位衣索比亞猶太移民中的阿利亞一起登機。經過這麼多年分

隔兩地後，全家人終於來到猶太家園，這是個值得欣喜的時

刻。 

 

當我們持續將上帝的子民從世界各個角落帶回以色列，邀請

您與我們一同合作，因為這是您參與歷史的機會，也是為了

實現聖經的預言，並從此改變這些猶太家庭的生活。 

 

現在就慷慨給予奉獻，支持 ICEJ 的猶太回歸計畫！ 

 

 

為猶太人回歸奉獻 

 

 

新聞出處：Anastasiya Gooding｜ICEJ NEWS 

新聞日期：2021/02/26 

翻譯｜校稿｜編譯｜台灣 ICEJ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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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49:15-17 

婦人焉能忘記他吃奶的嬰孩，不憐恤他所生的兒子？即或有

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看哪，我將你銘刻在我掌上；你的

牆垣常在我眼前。你的兒女必急速歸回；毀壞你的，使你荒

廢的，必都離你出去。 

 

 

 

禱告方向： 

為仍在貢德爾市與阿迪斯阿貝巴首都等候回歸的衣索比亞

猶太人禱告，主扶持他們賜下堅忍的信心與盼望，特別為貢

德爾當中即將回歸的阿利亞守望，他們的安危很容易受到鄰

近內戰的侵襲，求主保護他們出入滿有平安。為磐石行動成

功禱告，下一波等候回歸的人數可以多多增加，神使用 ICEJ

並帶領台灣 ICEJ 繼續奉獻支持衣索比亞猶太人回歸，使天父

的心得滿足。 

  



 

耶路撒冷服事使我更親近耶穌 

在中東得釋放：我在耶路撒冷的五年 

 

 

上帝使用平凡人做不平凡的事。以賽亞書 49:22：「主耶和華

如此說：我必向列國舉手，向萬民豎立大旗；他們必將你的

眾子懷中抱來，將你的眾女肩上扛來。」 

 

ICEJ 的存在係因上帝四十年前呼召來自世界各地的百姓，因

此許多的平凡人因著神的應許而來，並以自己的生命，為以

色列百姓完成了許許多多不平凡的事情。 

 

五年前，我以 ICEJ 營運行政副總裁貝瑞．丹尼森(Barry Denison)

助理的身份，首度踏上以色列這塊土地。 



 

接受這份義工服事之前，我個人從未計畫要在國外生活，甚

至過往都沒有離開過北美這塊大陸，。我也從未聽說過 ICEJ，

而「筵席」對我來說就和感恩節晚餐差不多。 

 

但是主聽到了我對耶穌毫無條件

的降服，所以祂將我帶到這個地

方。是的，你可以說以色列的聖者

呼召了我，我回應了，因此來到這

裡。每一個 ICEJ 的同工們都有著

類似的故事 一 我們離開了「父親和母親，兒子和女兒」，

將自己人生的計畫交給主，順服祂的帶領來到了聖地。 

 

在最初的幾年裡，編織著令人記憶猶新的回憶：在 ICEJ 之前

的使館大樓內，安排訪客來參觀的行程；並在花園裡服事貴

賓接待會；粉刷一位單親媽媽的公寓，週末和新朋友們一起

外出。有些回憶相當詼諧幽默，像是 2016 年的住棚節開幕

夜，我被困在一個壞掉的小巨蛋電梯裡，因此完全錯過了整

場的列國獻旗慶典。對於習慣解決問題的我來說，被無助地

困在電梯裡真的是尷尬又好笑。 

 

其他的回憶，則是感人且無價：和海法之家的爺爺奶奶(大屠

殺倖存者們)練習排舞；站在一個全新安裝好的炸彈防空洞，

試想著外頭空襲警報的刺耳聲音；和新的 olim(遷回以色列的

猶太移民)在機場相遇，看見神的應許成就在我眼前。 

 

 



 

聖經在這裡是這般地栩栩如生。在最近一次走訪客西馬尼園

中，我舉目看見雄偉的聖殿山就在幾公尺以外的地方，園子

和聖殿山的距離近到令人震撼。我不禁想起耶穌被賣的那一

晚，祂心裡充滿痛苦的時刻，是否因注目望著那榮耀的金門

而加添了自己的力量。「...他因那擺在面前的喜樂，就輕看

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希伯來書 12:2)那一天，關於

耶穌的一切對我來說都變得更加地真實。 

 

居住以色列不同於觀光巴士的遊覽；聖經的內容透過這個獨

特的方式活過來了。和不同的人交流、做朋友、逛街、每日

的晚餐對話；這些正常、平凡的人身上，居然也讓我發現與

主日學聖經人物有著超凡的相似之處。 

 

 
左：現已調任美國分部的同工茱拉恩．史塔克(Juliane Stock)，中：同工莉莉．

席洛妮(Lily Sironi)，右：大衛．帕森斯牧師(David R. Parsons)。 

 

 



 

每次我和大屠殺倖存者說話的時候，我都想到尼希米 一手

做工，一手拿刀，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畫面。護士、工程師、

農夫、老師，不同的人，經歷了難以想像的恐懼來到以色列，

為了自己和孩子展開新的生活。從無到有建立起這個國家，

同時面對來自四圍國家不斷地攻擊。這都是一些平凡人，被

上帝呼召成就非凡的事。 

 

現在我離開的以色列和五年前我踏上的以色列差別好大。好

多事物都已改變。我也改變了。事實上，整個世界也變了。

此時，在這奇特卻又完美的時間點，我與耶穌手牽著手，開

始了一個全新的旅程。 

 

我即將回到美國，加入 ICEJ 美國分部的團隊。此時我深深感

謝上帝以及 ICEJ 給予我在耶路撒冷居住的機會。這份寶貴回

憶將是我最大的祝福和榮幸。深深感謝我所擁有的，豐富的

回憶、獨特的友誼、非凡的洞見，相信將成為此生莫大的祝

福。 

 

若您願意加入台灣 ICEJ 義工服事，歡迎來信

icej.taiwan@icej.org.tw  

 

作者：茱拉恩．史塔克(Julaine Stark)｜已卸任的媒體與出版部

主任 

出處：ICEJ 1-2 月雜誌 

翻譯：Sasha Feng 

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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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12:1-2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

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

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或作：仰望那

將真道創始成終的耶穌)。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

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便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禱告方向： 

感謝主，藉由 ICEJ 同工茱拉恩姐妹的分享，使我們看見在耶

路撒冷的義工生活精彩有趣，甚至是驚險中仍享有出人意外

的平安與喜樂。請為 ICEJ 總部與全球分部禱告，願神加添心

力在我們當中，有更多教會加入參與安慰以色列的服事。為

台灣 ICEJ 今年已邁入第 17 年禱告，神的祝福與恩典繼續護

庇著團隊事工，我們禱告有許多願意祝福以色列與猶太百姓

的弟兄姐妹願意加入台灣 ICEJ 義工團隊服事，願愛主的人如

光輝烈烈，明光照耀。 

 

 

  



 

大衛城新發現 

聖經新寶藏等待遊客們回返以色列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時尋找光明面嗎？ 今年以色列旅遊業的

匱乏，使許多重要的考古遺址有時間進行更深入的研究、改

建和計劃，以應對一旦健康威脅消除後，有望回流的大批觀

光群。在耶路撒冷包括一些令人驚嘆的遺址，這些遺址具有

新的考古發現，將直接導入聖經篇章。 

 

3 月，以色列因冠狀病毒大流行而對外國遊客關閉了邊境，

遊客人數趨於平緩，儘管如此，在過去一年左右時間裡，耶

路撒冷和以色列土地周圍仍發現新的聖經寶藏，例如：在以

色列北部，建於大衛王時代的防禦工事的某城市，剛剛在戈

蘭高地上被發現，是被聖經所稱呼基述人 (Geshurite)的第一

個證據(例: 約書亞記 12： 5)。 

https://www.youtube.com/embed/AYg6c4XtWj0?feature=oembed


 

他所管之地是黑門山、撒迦、巴珊全地，直到基述人和瑪迦

人的境界，並基列一半，直到希實本王西宏的境界。(約書亞

記 12:5) 

 

同時，以色列南部，最近沿著迦特城(Kiryat Gat)附近的古夫林

河(Guvrin)出土了一座建於士師時代(3200 年之久)的大型碉

堡，這可能是埃及人對抗非利士人戰爭中的防禦工事。 

 

但以在耶路撒冷及其周圍地區，近期發現一些令人興奮的聖

經寶藏為最，例如：考古學家最近在西牆沿線開挖到一個令

人印象深刻的地下起居室，該起居室可追溯到一世紀初，但

目前尚不確定其確切用途。同樣在聖殿山附近，從巴爾科赫

巴(Bar Kochba)起義時代(公元 132-135 年)發現了一個古老的

硬幣，其上文字是「自由的第二年」。 

 

然後，在耶路撒冷南部，發現另外兩個大型複合式建築，再

加上先前在拉馬特拉結(Ramat Rachel)集體農場附近發現類

似的建築—表明猶太君王統治著廣闊的地區，在發展中的首

都郊區需要如此大型的集中式結構，以徵收稅款，和以其他

方式管轄周圍地區。 

 

這些新地點之一在美國大使館附近的亞羅納區(Arnona)，今

年從建築工程中發掘出，該地位於老城以南三公里處，考古

學家描述為大約 2700 年前希西家王和瑪拿西王時代的大規

模政府綜合體。 



 

在儲藏室中發現的罐子上有 120 個希伯來文銘刻的印章印記 

，這些罐子存放著第一聖殿時期，為猶太國王收取作為征稅

的食物，其中許多罐子都標有「屬於國王」的字樣。 

 

考古學家推測，在南國猶太王朝最後幾個世紀中，他們在亞

羅納區(Arnona)和拉馬特拉結(Ramat Rachel)建造大型行政中

心，以將其活動從大衛城的內圍牆轉移出去。這些設施持續

頻繁使用直到亞述人佔領才終止，當流亡的猶太人從巴比倫

返回以色列後，甚至重新開始使用。 

 

考古學家剛剛挖掘出一座豪華的宮殿，這座豪華的宮殿位於

俯瞰老城區的著名的謝羅弗(Sherover)長廊附近，該宮殿同樣

建於第一聖殿時期，擁有三個罕見的圓柱頭，與之前在大衛

城發現的腓尼基式風格柱頭相匹配，被認為是大衛王朝的象

徵。 

 



 

專家認為這座華麗的住所是由希西家王到約西亞王統治期

間，某位富有或高尚的猶太家庭所建造，在亞述圍攻這城的

危機解除後(王下 19)，即敵人撤退後，耶路撒冷的居民似乎

願冒險往大衛城牆外郭，並將城市向南擴展，這也與同時期

亞羅納區(Arnona)和拉馬特拉結(Ramat Rachel)的行政大樓一

致。 

 

在現場發現三個保存完好的圓柱頭，顯示出精湛的工藝，並

具有以色列五舍客勒硬幣上描繪的雄偉風格；現在，他們在

大衛城文化遺產中心已準備好公開展示，只待病毒威脅緩解

後，大量遊客的湧入。 

 

 

大衛城更多的秘密 

 

 

 

過去一年，大衛城本身也一直解鎖更多令人難以置信的秘密。 



 

在確定 1990 年代基訓泉最初的井口以及 2005 年大衛城的宮

殿之後，考古學家發現了新約的西羅亞池，隨後還發現連接

古城堡的古老「朝聖之路」，從西羅亞池向北延伸數百米到

聖殿山。 

 

朝聖之路(或「階梯街」)是一條鋪砌的小路，從西羅亞池上坡

延伸到聖殿山約 600 米。猶太朝聖者會在池裡受洗禮，然後

上台階去希律翻新的聖殿敬拜，現在很明顯，街道兩旁都佈

滿商店，朝聖者經過漫長之旅到耶路撒冷後，可以買到各種

各樣的商品。 

 

去年一月，在朝聖之路旁的一個大庭院中出土了一塊用來測

量確切液體量的稀有石檯面，考古學家評估該區域是第二聖

殿時期，在耶路撒冷主要市場的中央廣場。石桌證明出售家

常烹飪 shuk 商品(在此情況下是橄欖油或葡萄酒)所用的重量

和度量方法。 

 

朝聖之路下方是一條羅馬式排水渠，那裡出現證據，證實古

代猶太人的說法，在公元 70 年提多圍攻困住耶路撒冷期間，

許多猶太人藏在這兒；這是十年前發現下水道系統的結果，

考古學家最終發現這條鋪好的街道就在頭頂。 

 

街道和市場在第一世紀是露天的，但今天他們位於目前街道

下五米(16 英尺)的地方。每天排兩班進行，以同時挖掘地下

街道的工作，並為幾年之內預期的大量遊客做準備。 

 

 



 

大衛塔大修 

 

基督徒將非常感興趣的新發現，很快將在指標性的大衛塔上

展出，該塔位於老城雅法門入口處，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堡由

蘇萊曼大帝(Suleiman the Magnificent)於1500年代重新建造，

這座歷史悠久的城堡正利用旅遊業的衰緩，對該地點進行大

規模檢修，以應對人群的回流。改建後的大衛塔博物館將擁

有七個新畫廊，這些畫廊將講述耶路撒冷所有時期的故事。 

 

該工程還包括近一個世紀以來，最具廣度的發掘，據報導已

發現有隱藏的通道、古老城牆和防禦工事，以及其他以前未

知的特點。大部分挖掘工作都集中且追溯到十字軍和伊斯蘭

時期的堡壘，是以前未曾被研究過的地區，當時耶路撒冷在

過去幾個世紀中，被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多次入侵，城堡最近

發現一條隱藏的通道，可能被十字軍用來逃脫。 

 

但是，讓基督徒最激動的新地點，叫做 Kishle，是個古老的堡

壘要塞，現在許多人認為那裡涵括耶穌被帶到希律王面前的

庭院。希律王宮的地基雖在幾年前發現，但到目前為止，只

有部分遊客才能參觀，不久的將來這些挖掘和翻新工程，將

使所有遊客看到可能位於「鋪華石處」(即 Praetorian)的區域，

這是希律王宮下方的公共庭院，現在許多學者都認為是本丟·

彼拉多(Ponius Pilate)在此審判耶穌的。 

 

因此，當前發掘工作對耶穌走向十字架，踩過的傳統大街路

線-Via Dolorosa「苦路」，可能完全重繪。因此，當您終於可

以再次訪問耶路撒冷時，請準備好將有新的驚喜。 



 

 

歡迎您點擊台灣 ICEJ Youtube 頻道，一起收看重現大衛城。 

 

 

專文作者：大衛帕森斯牧師（David R. Parsons） 

專文出處：ICEJ WFJ｜1-2 月 

翻譯：張為元 

校稿｜編審｜台灣 ICEJ團隊 

 

 

 

詩篇 33:8-9 

願全地都敬畏耶和華！願世上的居民都懼怕他！因為他說

有，就有，命立，就立。 

 

 

禱告方向： 

為神親自揭開奧秘使世人看見在聖經上的話語是真實，神的

作為是可畏，向主獻上感謝與讚美。為以色列猶太百姓與阿

拉伯百姓能夠得見真光禱告，主揭去他們面上的帕子，使石

心轉化成肉心，領受神的救贖。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VTLqInBdW00JUyIaGXS-_w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p6HQce28Yg&t=215s


 

 

 

 

 

 

 

社團法人台灣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協會(簡稱 台灣 ICEJ)，是

ICEJ  (International Christian Embassy Jerusalem) 全球第一個

華人分部，於 2012 年正式在台灣登記為非營利機構，其前身

為台灣辦事處，於 2004 年起致力於連結華人眾教會，並分享

以色列異象，以禱告和奉獻支持祝福以色列; 每年以奉獻支

持關懷猶太人的歸回及慈惠事工、並帶領華人團體上耶路撒

冷守住棚節、且每週傳遞以色列當地時事現況及代禱消息給

眾教會。更多認識我們或希望收到每週消息，請來信。 

 

 

E-mail：icej.taiwan@icej.org.tw  

官網：https://www.icej.org.tw  

 

認識台灣 ICEJ 

line@： 

台灣 ICEJ 

wechat 公眾号： 

ICEJ 圣城资讯网 

Facebook： 

ICEJ Taiwan 華語 

IG： 

icej.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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