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色列謙遜有教養的新總統-赫佐格 

 

以色列的下一任國家元首，是主要政治家族之一的後裔，在

順利贏得以色列議會的投票之後，誓要在以色列社會中「建

立橋樑」。 

 

艾薩克．赫佐格(Isaac Herzog)是一位謙虛、善於外交，並且具

有家族傳承的顯赫政治血統，他是以色列新任總統，週三(6/2)

以壓倒性優勢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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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 日，艾薩克．赫佐格 (Isaac Herzog) 在耶路撒冷舊城的西牆祈

禱，就在他被以色列議會成員選為以色列第 11 任總統的前一天。(奧利維爾．

菲圖西/Flash90) 

 

對於這位出生於特拉維夫的政治家來說，這是一個合適的職

位，他是以色列最負盛名的家族之一，有時被稱為以色列版

的甘乃迪家族。 

 

他輕鬆戰勝了米莉亞姆．佩雷茨( Miriam Peretz)，佩雷茨是一

位獲得以色列獎的教育家和社會運動家，她在以色列的戰爭

中失去了兩個兒子，被稱為“兒子們的母親”。 

 

60 歲的赫佐格於 2003 年首次當選為以色列議會議員。 

 

在進入以色列議會之前，他曾在工黨總理埃胡德．巴瑞克 

(Ehud Barak) 的領導下擔任內閣秘書， 2005 年開始擔任包

括住房、旅遊和福利在內的職務。 

https://static.timesofisrael.com/www/uploads/2021/06/F210601OF08-e1622642286722.jpg


 

2015 年，赫佐格試圖罷免總理納坦雅胡，將自己描繪成一個

低調穩重的替代者，而不是誇誇其談的「Bibi」。 

 

 
2021 年 6 月 2 日，當選總統艾薩克-赫佐格和他的妻子米哈爾在以色列議會。

(Yonatan Sindel/Flash90) 

 

機緣巧合的是，多年後，他當選總統的這一天，一個由政治

意識形態聯合起來的對手，正力圖將這位資深總理趕下台。 

 

「我將成為每個人的總統，」他在獲勝後感謝他的妻子米哈

爾，眼裡噙著淚水說道，「我將在我們社會的分歧之間架起

橋樑。」 

 

聯盟的締造者亞伊爾．拉皮德 (Yair Lapid) 努力建立一個可

以推翻納坦雅胡的聯盟，祝賀他的朋友赫佐格，稱他為「一

個值得尊敬又優秀的人，他始終專注於國家和猶太人民利

益。」 



 

與此同時，納坦雅胡在以色列議會發表講話時，祝赫佐格「好

運」！赫佐格回答說：「我很樂意與每一屆政府合作，無論

是哪個領袖。」 

 

「我們現在不談這個，」納坦雅胡回答說。 

 

和平談判 

赫佐格在愛爾蘭出生的父親柴姆-赫佐格 (Chaim Herzog) 曾

擔任軍事情報局局長，然後成為以色列駐聯合國特使，最後

在 1983 年至 1993 年期間擔任國家第六任總統。 

 

他的叔叔阿巴．埃班 (Abba Eban) 是著名的以色列外交官和

政治家，曾擔任駐華盛頓和聯合國特使，之後在 1967 年六

日戰爭期間成為以色列外交部長。 

 

他的祖父和同名人-拉比-伊扎克-哈列維-赫佐格 Yitzhak (Isaac) 

HaLevi Herzog，是以色列第一位阿什肯纳兹猶太人的首席拉

比。 

 

在父親派駐海外期間，赫佐格在紐約上過了幾年學，返回以

色列後，在軍隊情報部門擔任軍官，最後在特拉維夫大學學

習法律。 

 

在執掌工黨後，支持兩國解決方案的赫佐格努力將其重點轉

向與巴勒斯坦人的和平共處。 

 



 

 
2021 年 6 月 2 日，當選總統艾薩克．赫佐格 (Isaac Herzog) 在耶路撒冷赫茨

爾山國家公墓為他的父親、前總統柴姆-赫佐格 (Chaim Herzog) 掃墓。 (Noam 

Revkin Fenton/Flash90) 

 

上任後不到 10 天，他就在約旦河西岸城市拉馬拉會見了巴

勒斯坦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 

 

在 2015 年的競選中，他發誓要重新啟動和平進程，該進程

於 2014 年 4 月崩潰，甚至表示他準備在必要時「拆除」以

色列定居點。 

 

最近，他擔任猶太人事務局主席，這是一個半政府組織，其

任務包括猶太人回歸和與散居在國外的猶太僑民建立關係。 

 



 

 
以色列當時的反對黨領袖艾薩克．赫佐格(左)在約旦河西岸城市拉馬拉會見了巴

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馬哈茂德．阿巴斯。2013 年 12 月 1 日。(Issam 

Rimawi/Flash90/文件) 

 

已婚並育有三個孩子，赫佐格仍然住在他在特拉維夫長大的

房子裡，他的綽號是「Bougie」—據說是他在埃及出生的母親

給他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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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弗所書 2: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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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

遠處的人，也給那近處的人。 

 

哥林多後書 13:11 

還有末了的話：願弟兄們都喜樂。要作完全人；要受安慰；

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愛和平的神必常與你們

同在。 

 

為新任的以色列總統禱告心中有敬畏耶和華的靈，充滿智慧

和聰明，求神將那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他，使他能為以色

列社會建立和平的橋樑。 

  



 

以色列外長與阿聯酋外長聯合專欄 

 

以色列外交部長拜訪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為期兩天的行程期

間，與阿聯酋外交部長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

(Abdullah bin Zayed)締結關係。 

 

 
2021 年 6 月 29 日以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Yair Lapid)和阿聯酋外交部長

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在阿布達比握

手。(圖/擷取自 Shlomi Amsalem GPO) 

 

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進行兩天歷史性拜問後的第二天，以色

列外交部長拉皮德與阿聯酋外交部長在阿布達比一間民營

的英語報社《國家報》(The National)發表一篇聯合專欄。 

 

  



 

阿聯酋外交與國際合作大臣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納哈

揚與拉皮德週四(7/1)發表寫道：「因著阿聯與以色列建立的

外交關係，我們兩國為中東地區確立了一種新典範：以共同

追求和平、穩定、安全、繁榮以及我們的人民共存為定義的

理念。」 

 

那篇專欄標題為「以色列—阿聯的和平不僅是一項協議，更

是一種生活方式。」 

 

兩位外長於週四晚間進行一場深度的對談，他們提到自 2020

年九月簽訂《亞伯拉罕協定》以來，兩國享有許多互惠益處。 

 

他們寫道：「我們見證了高層貿易代表團探索投資和貿易的

機會，包括醫療健康、航空、農業、教育、電信、能源、科

技以及旅遊部門。」 

 

「我們也看見兩國密切合作於疫苗的研究與技術發展，使阿

聯酋與以色列成為對抗新冠疫情的世界領袖。」 

 

拉皮德和本·扎耶德表示他們將會努力促成其他阿拉伯國家

簽署《亞伯拉罕協定》。 

 

他們總結：「和平不是一項簽署協議—而是一種生活方式。

這週舉辦的典禮儀式並不是旅程的結束，而是開始。」 

 

  



 

在拜訪期間，拉皮德於週三(6/30)正式地為以色列駐杜拜領

事館揭幕，以及前一天為以色列駐阿聯大使館在阿布達比進

行開幕，號稱為「歷史性的時刻」，這是「我們選擇和平，

而不是戰爭」的時代。 

 

 
2021 年 6 月 30 日以色列外交部長亞伊爾．拉皮德(右)和以色列外交部總幹事阿

隆·烏斯皮茲(Alon Ushpiz)(中)正在傾聽 2020 杜拜世博會的以色列館館長埃拉扎

爾·科恩(Elazar Cohen)介紹展覽館。(圖/擷取自 Shlomi Amsalem GPO) 

 

以色列駐杜拜領事館開幕前，拉皮德參訪 2020 杜拜世博會

的以色列館。 

 

  



 

拉皮德是以色列首位正式拜訪海灣國家的部長級官員，雖然

阿聯酋過去也曾經非正式地邀請其他以色列部長，包括交通

與道路安全部部長伊斯拉爾·卡茨(Israel Katz)以及體育部長雷

傑夫(Miri Regev)。 

 

拉皮德的拜訪顯然對阿聯酋人非常重要。阿聯酋主流的英語

和阿拉伯語報紙皆以頭版篇幅刊登以色列外交部長的照片，

表明政府的重要性。 

 

阿布達比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也親自確認以色列代表團在飯店享有符合

猶太教規的自助餐點，而不是訂購預先包裝的猶太餐盒。 

 

 
2021 年 6 月 30 日阿聯酋晨間報紙報導亞伊爾．拉皮德的拜訪行程。(圖/擷取自

以色列外交部) 

 



 

在每場宴席時，阿聯酋主辦單位強調他們相信以阿關係將會

快速成長，並且以色列政權的更迭和最近的加薩衝突將不會

影響這樣的趨勢。 

 

這趟拜訪行程是在以色列與阿聯宣布外交關係正常化一年

後開始進行，幾個月後，以色列官員的安排行程因一連串的

問題，從疫情危機到外交衝突而受阻。 

 

以色列和阿聯酋於八月宣布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公開過去

十多年以來的秘密聯繫。後來巴林、蘇丹以及摩洛哥也加入

美國斡旋的《亞伯拉罕協定》，並且傳言其他國家也正在進

行談判，不過尚未得到結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對於以色列駐阿布達比大

使館的開幕也表示稱讚，他與拉皮德週日(6/27)在羅馬會面。

布林肯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外交使團的建立與拉皮德的阿聯

酋拜訪行程，「對以色列、阿聯酋和更廣泛的地區意義重大。」 

 

反對黨領袖班傑明．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週四於推

特發文：「祝福以色列駐阿布達比大使館」，不過並沒有提

到拉皮德或取代他成為總理的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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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及禱告方向： 

 

以賽亞書 19:24 

當那日，以色列必與埃及、亞述三國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 

 

為亞伯拉罕協定的美好聯結禱告，求主繼續工作，讓和睦的

種子和果子帶出更多的果子和種子，以致於天父的心滿足，

讓亞伯拉罕肉身的後裔都可以和好蒙福得救！ 

 

  



 

德國總統與里夫林對話： 

目標是防止伊朗核武 

 

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以色列進

行訪問時表示，哈馬斯導彈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總統感謝 

「真正的朋友」共同打擊反猶主義。 

 

 
總統魯文．里夫林(左)在耶路撒冷款待德國總統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

Walter Steinmeier)，7月 1 日 2021 年。 

 

德國總統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週

四在以色列進行訪問期間，重申他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的決

心。 

 



 

「關於你提出的伊朗問題及其威脅黎巴嫩和加薩穩定的立

場，我們同意我們共同的目標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史

坦麥爾說。 

 

德國總統在耶路撒冷總統官邸用德語發表評論。 

 

即將卸任的總統魯文．里夫林(Reuven Rivlin)於 7 月 9 日，在

艾薩克．赫佐格(Isaac Herzog)接任前，舉辦的最後一次正式

招待會。 

 

史坦麥爾也譴責巴勒斯坦恐怖組織對以色列平民的導彈襲

擊，稱其為「我們永遠不會接受的事情」。 

 

德國總統強調他支持兩國解決方案，呼籲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間採取建立信任之措施。 

 

里夫林感謝他的夥伴領導著德國「毫不妥協地打擊反猶主

義」，並說這個歐洲國家―「在我們反對這試圖將我們從地

圖上抹去的恐怖勢力的正義運動中和我們同站立。」 



 

 
總統魯文．里夫林(左)和德國總統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2021 年 7月 1 日，在耶路撒冷總統官邸種植蘋果樹。 

 

他還藉此機會感謝史坦麥爾努力與哈馬斯達成協議，以釋放

被關押在加薩的以色列平民和失蹤士兵。 

 

兩人強調了他們深厚的友誼和他們在大屠殺紀念活動中的

共同經歷。 

 

「你即將結束你的任期，但我們的友誼將仍然持續下去，我

感謝這段友誼中你教會我的一切事。」史坦麥爾總統說。 

 

對話結束後，兩國領導人在總統府花園的總統大道種植了一

棵蘋果樹，接著舉行外交會談。 

 



 

 
2021 年 7 月 1 日總統魯文．里夫林款待德國總統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

(Frank-Walter Steinmeier)，參觀了位於耶路撒冷赫茨爾山(Har Herzl)的內哈瑪．

里夫林(他的妻子)的墳墓。 

 

史坦麥爾和他的接待者參觀了里夫林已故妻子內哈瑪的墳

墓，並在猶太復國主義有遠見的西奧多．赫茨爾(Theodor 

Herzl)位在耶路撒冷的墓前獻了花圈。 

 

按照猶太人的習俗，德國總統特地從柏林總統府帶來了一塊

石頭放在里夫林夫人的墓碑上。 

 

週四下午，兩位領導人隨後訪問了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並在紀念堂參加了獻花圈儀式。由大屠殺紀念館委

員會主席拉比邁爾．拉烏(Meir Lau)和大屠殺紀念館理事會代

理主席羅南．普拉特(Ronen Plot)陪同。 

 

里夫林將於週四晚上為史坦麥爾和他的妻子舉辦國宴。 



 

 

 
總統魯文．里夫林(左)款待德國總統法蘭克．華特．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耶路撒冷，7 月 1 日 2021 年。 

 

史坦麥爾將與以色列新總理納夫塔利．貝內特(Naftali Bennett)

會面。 

 

德國領導人戰後一再為納粹暴行道歉，該國已向猶太受害者

支付了數十億美元的賠償。戰後最初幾十年，德國和以色列

之間的關係很艱難，但近年來兩國發展了密切的關係。 

 

德國上週與美國一同發起了一項新倡議，以阻止世界各地反

猶太主義和否認大屠殺的驚人上升比例。 

 

美德大屠殺對話旨在扭轉這一趨勢，這種趨勢在歐洲和美國

政治民粹主義激增的情況下，在冠狀病毒流行期間獲得了關

注。 



 

對話創造了一種發展教育和消息傳遞的方法，以向青年和其

他人傳授納粹及其合作者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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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和禱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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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該書 2:7 

我必震動萬國；萬國的珍寶必都運來，我就使這殿滿了榮耀。

這是萬軍之耶和華說的。 

 

為以色列在歐美的盟友感謝主，為德國的悔改和勇於面對歷

史感謝主！求主繼續在以色列的新總統和新總理生命和職

場上賜下恩寵，讓萬國的珍寶運到以色列，並帶來更多的猶

太人回歸！ 

 

 

 

 

  



 

國際刑事法院正式調查 

以色列戰爭罪的危害 

 

 

 

如果您還沒有聽說，國際刑事法院最近有位新官剛上任。 

 

兩週前，英國人權律師卡里姆．汗(Karim Khan)宣誓任職海牙

國際刑事法院新任的首席檢察官，正式接替兩個月前離任的

法圖．本蘇達(Fatou Bensouda)，她裁定對以色列展開正式調

查，指控涉嫌對巴勒斯坦人犯下戰爭罪行。 

 

許多人正密切關注卡里姆是否會出於政治動機和超出管轄

權限而撤銷這場針對以色列的調查。這將會是一項很重要的

決定，不僅是對於可能會在海外遭到法院逮捕與審判的以色

列政府官員和以色列軍官。 



 

這項決定也對於所有期待以色列國防軍(IDF)保護他們的以色

列人民，以及世界各地正面臨反猶主義聲浪的猶太人來說，

相當重要。 

 

卡里姆是一名穆斯林律師，專門研究國際人權法和刑事法，

他曾參與幾件國際刑事法院的重要案件調查，包含協助國際

刑事法院調查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暴行。他也曾擔任辯護律

師，為幾名犯下種族滅絕和其他戰爭罪名遭到海牙國際刑事

法院起訴惡名昭彰的人物辯護，例如：肯亞副總統威廉．魯

托 (William Ruto)、利比亞已故獨裁者卡紮菲 (Moammar 

Gadhafi)的兒子以及前賴比瑞亞總統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 

 

前任首席檢察官留下幾件艱難的起訴案件給卡里姆。本蘇達

致力於擴展法院的管轄權，受到多方批評，甚至因對美國士

兵據稱在阿富汗犯下犯罪行展開調查，而被川普執政團隊實

施個人制裁。不過她最具爭議的案件是針對以色列展開有關

戰爭罪的調查。 

 

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反對這項調查行動，因為國際刑事法院顯

然對以色列(不是國際刑事法院的成員國)以及巴勒斯坦人民

(缺乏建國的必要條件)皆缺乏管轄權。但是本蘇達仍然繼續

進行調查，私下與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合作了六年，將針對以

色列的案件合併調查。事實上，她從 2014 年 6 月 13 日開始

採取行動展開這場調查，進一步證明她的裁定是高度政治化

的，因為那天是哈馬斯恐怖份子殘忍綁架殺害三名以色列青

年的隔天，引起以色列作出強烈的回應。 



 

同時，前任檢察官本蘇達也未能兌現她的承諾，她承諾卸任

前會執行對土耳其犯下的戰爭罪行並且非法入侵北賽普勒

斯(Northern Cyrus)，迫使當地人口遷徙的調查，這件案件與

她針對猶太屯墾區反對以色列的案件有許多相似的法律論

證。 

 

這個案例無法粉飾本蘇達的行為。她公開忽視土耳其實施的

暴行並且同時追求對於以色列的血腥誹謗。 

 

根據卡里姆宣誓任職時發表的評論，他可能會傾向認同這樣

的說法。他建議國際刑事法院不應該浪費有限的時間和資源，

追究許多不該承接或是無法勝訴的案件。他也誓言向非國際

刑事法院的成員國伸出援手，鼓勵他們善加利用國內的刑事

司法體制起訴在國內涉嫌犯下的戰爭罪行。 

 

所以我們都在等候卡里姆對於以色列調查的裁定。不過現在

這項裁定還尚未作決定。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目前正在

轉發一份給新任首席檢查官和所有成員國的全球線上請願

連署書，呼籲他們撤銷這場針對以色列不公平和站不住腳的

調查。這也是為什麼聽見以色列的基督徒朋友為這件事情發

聲很重要的原因。 

 

自從二十年前的聯合國德班反種族主義審議大會後，反以色

列運動成為長期以來推動反對猶太國家和人民的固定議程。

早期的目標為推動從以色列撤資並拆除約旦河西岸地區周

圍的安全新圍欄。 



 

不過隨著時間這個議程擴大涉及著名的以色列領袖納坦·夏

蘭斯基(Natan Sharansky)所說的三個「D」―以色列的去合法

化、以色列的妖魔化以及對以色列實行雙重標準。這些指標

不僅顯示激進的反以色列主義，也是徹底的反猶太主義。 

 

巴勒斯坦領導團隊一直是站在前線支持這項扭曲的國際議

程，但他們現在透過 ICC 前任非常順從的首席檢察官更看到

一個機會，進一步擴大其範圍，以涵蓋另一個「D」―以色列

的去武裝化。 

 

巴勒斯坦人民和他們全球的盟友想要正式讓以色列人貼上

「戰爭罪犯」的標籤，以證明他們對猶太國家和海外猶太人

的暴力和恐怖攻擊的正當性。然而同時，他們也想要剝奪以

色列抵擋這些攻擊的自衛權。換句話說，以色列可能擁有該

地區最好的軍隊，但如果以色列國防軍被判對巴勒斯坦人犯

下種族滅絕罪行，以色列將無法使用軍事防衛武力。 

 

對於當前全球逐漸高漲的反猶太主義，它並沒有辦法成為海

牙國際刑事法院的審理案件，然而這個被國際認定具有極高

道德權威的法院竟然著重於審理這些針對以色列的誹謗，指

控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犯下戰爭罪行。這不僅危及所有以

色列人，現在它也賦予反猶份子動機，在世界各城市街頭騷

擾猶太人。 

 

多麼病態的結果！國際刑事法院成立是為了起訴和禁止如

同納粹對猶太人犯下的不人道暴行，不過現在卻共謀將目標

鎖定於世界上所有以色列人和猶太人的身上。 



 

 

我們必須站出來抵制這種將以色列人和猶太人變成「戰犯」

的恐怖企圖！懇請您立即簽署 ICC 線上全球請願連署書並且

邀請您的家人和朋友也共同來簽署！ 

 

 

 

 

 

 

 

 

新聞出處：ICEJ 專文｜大衛．帕森斯博士 ICEJ 副總裁兼資深

發言人(亦為作家、律師、新聞記者和中東專家) 

新聞日期：2021/07/02 

翻譯｜校稿｜編審｜台灣 ICEJ 團隊 

 

 

  

立即簽署 ICC 請願連署書！ 

https://go.pardot.com/l/763263/2021-04-16/f128rv


 

經文和禱告方向： 

 

詩篇 37:6、28 

他要使你的公義如光發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因為，耶和華喜愛公平，不撇棄他的聖民；他們永蒙保佑，

但惡人的後裔必被剪除。 

 

詩篇 89:14 

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 

 

箴言 11:1 

詭詐的天平為耶和華所憎惡；公平的法碼為他所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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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ICC 新任職海牙國際刑事法院新任的首席檢察官―英國人

權律師卡里姆．汗(Karim Khan)禱告，求主賜下敬畏耶和華的

靈在他的心中，使他行公義好憐憫，對以色列相關案子都能

做公正的裁決！也請為耶路撒冷國際基督徒使館禱告，目前

正在轉發一份給新任首席檢查官和所有成員國的全球線上

請願連署書，呼籲他們撤銷這場針對以色列不公平和站不住

腳的調查，若您有感動，歡迎加入連署，願主大大賜福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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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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http://line.me/ti/p/@rgl7592f
https://www.facebook.com/ICEJ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icej.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