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祂的國度 祂的榮耀】1CD 

His Kingdom, His Glory 

2000 年 12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我真歡喜來讚美你 What A Joy to Praise You 
周巽光 

©  2000 周巽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

希伯崙異象工場 

 

 

【抓住永恆】1CD 

Eternity 

2003 年 2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讓祂的喜樂充滿你 
周巽光 

©  2003 周巽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的拯救者 
趙治德 

©  2003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祂的應許 祂的軍隊】1CD 

His Promises, His Army  

2000 年年初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求主賜我憐憫的心 周巽光 
©  2000 周巽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

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身後 
趙治德 

©  2003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榮美輝煌】1CD 

Magnificent 

2003 年 10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復興已點燃了 
周巽光 

©  2003 周巽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你的愛 
趙治德 

©  2003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潔淨我 
劉淑莉 

©  2003 劉淑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有你同在 
曹之懿 

©  2003 曹之懿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

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重生 
趙治德 

©  2003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出發 
趙治德 

©  2003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直到世界盡頭】1CD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2004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永遠尊貴 
趙治德 

©  2004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第一步 趙治德 ©  2004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打開眾城門】2CD  

Open Up The Gates 

2005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被造的意義 
趙治德 

©  2005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在世界另一端 
趙治德 

©  2005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出口 
劉淑莉 

©  2005 劉淑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願意為你 
周巽光 

©  2005 周巽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你一直都在 
曹之懿 

©  2005 曹之懿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忍上忍 
趙治德 

©  2005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向列國宣告】2CD+1DVD  

We Speak to Nation 

2006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永不放手/Never Let Go 
周巽光 

©  2006 周巽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也曾那樣哭過 / I’ve Cried Like That 
趙治德 

©  2006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只想要 / All I Want 
周巽光 

©  2006 周巽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經歷你的大愛 Experience Your Great Love 
趙治德 

©  2006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大白熊 Pyrenean Mountain Dog 
趙治德 

©  2006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夢想的公路 Highway of Dream 
趙治德 

©  2006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榮美的救主】1CD  

Beautiful Savior 

2007 年 8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十字架上 / On The Cross 
趙治德 

©  2007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

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親密時刻 / Intimate Time 
曹之懿 

©  2007曹之懿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

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很美麗 / I Am Beautiful 
SiEn Vanessa 璽恩 

©  2007 SiEn Vanessa 璽恩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台北的聖誕節 / Christmas In Taipei 
趙治德 

©  2007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

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西北風 / Worth Your Life 
趙治德 

©  2007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

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超自然】1CD  

Supernatural 

2009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不停止讚美 / Never Stop Praising 
趙治德 

©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

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單單為你耶穌 / For You Alone Jesus 
周巽光 

© 周巽光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

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一生的倚靠 / Depend On You 
趙治德 

©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

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Happy Day】1CD  

Happy Day 

2010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重來的力量 The Power To Start Over 
詞、曲／趙治德 

©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

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特務聯盟 The League Of Special Agents 
詞、曲／趙治德 

©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

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天國文化復興】1CD  

 

2010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讓我見證你的奇妙 Testify Your Wonder 
趙治德 

©  2010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一件事 Onething 
曹之懿 

©  2010 曹之懿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相信擁抱 Embrace 
趙治德 

©  2010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堅強的愛】1CD  

Strong Love 

2014 年 6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敬拜的心 
趙治德 

©  2014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就是現在 
曹之懿 

©  2014 曹之懿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進城曲 
柯智元、簡道生 

©  2014 柯智元、簡道生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點燃】1CD + 1DVD 

Set A Fire 

2015 年 9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小小嬰孩 Baby Jesus 
趙治德 

©  2014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英雄聯盟 Go Let’s Go 
趙治德 

©  2014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母親花(台語) Orange Daylily 詞：伍炯豪 

曲：簡雅姍 

©  2013 簡雅姍、伍炯豪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雙膝跪下觸摸天堂】1CD + 1DVD 

Touching Heaven on Bended Knees 

2016 年 9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大步向前吧 Take A Big Step 
趙治德 

©  2016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這是真愛】1CD + 1DVD 

Fight for Love 

2017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奇異恩典 Amazing Grace 
璽恩 SiEn Vanessa 

©  2017 璽恩 SiEn Vanessa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巴別塔之戰 The War of Babel 
趙治德 

©  2017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父的筵席】1CD + 1DVD 

Feast of the Father 

2018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穿越 / Through All Trials 
孫立衡、邱育慈、江庭宜、

璽恩 SiEnVanessa 

©  2018 孫立衡、邱育慈、江庭宜、璽恩SiEnVanessa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

場 

我要大聲唱 / Gonna Sing Aloud 
李曉茹、趙治德、劉馥萱 

©  2018 李曉茹、趙治德、劉馥萱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完美時刻 / Perfect Timing 洪德耀、孫立衡、曹之懿、

陳州邦 

©  2018 洪德耀、孫立衡、曹之懿、陳州邦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是因為祢 / Because of You 李曉茹、張家綺、趙治德 
©  2018 李曉茹、張家綺、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大地復興 / Revival in the Land 
孫立衡、曾晨恩、璽恩

SiEnVanessa 

©  2018 孫立衡、曾晨恩、璽恩 SiEnVanessa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天父祢都看顧 / Father, You See It All 
陳州邦、褚治軒 A.C.、趙治

達、蔣孟平 

©  2018 陳州邦、褚治軒 A.C.、趙治達、蔣孟平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父的筵席 / Feast of the Father 
江庭宜、曹之懿、曾晨恩、

蔣孟平 

©  2018 江庭宜、曹之懿、曾晨恩、蔣孟平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永遠相信 / I'll Always Believe 
江庭宜、趙治達、劉馥萱、

蔣孟平 

©  2018 江庭宜、趙治達、劉馥萱、蔣孟平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找到我 / Bring Me Back 
洪德耀、陳州邦、褚治軒

A.C.、璽恩 SiEnVanessa 

©  2018 洪德耀、陳州邦、褚治軒 A.C.、璽恩 SiEnVanessa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

異象工場 

我們同心宣告 / We Proclaim As One 
江庭宜、李曉茹、孫立衡、

陳州邦 

©  2018 江庭宜、李曉茹、孫立衡、陳州邦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主是我拯救 / Lord, My Savior 
李宛叡、陳璽文、曾晨恩、

趙治德 

©  2018 李宛叡、陳璽文、曾晨恩、趙治德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祢在我身後 / You Look After Me 
江庭宜、趙治達、蔣孟平、

璽恩 SiEnVanessa 

©  2018 江庭宜、趙治達、蔣孟平、璽恩SiEnVanessa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

場 

空中失序 / AI Can't Conquer Love 趙治德 
©  2018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最應該居住的王國 / Meant to Live in This Kingdom 趙治德 
©  2018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願降服】1CD  

I Surrender 

2019 年 7 月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祢的呼喚 / Your Calling 
璽恩 SiEnVanessa、曾晨恩、

謝思穎、趙治德、孫立衡 

©  2019 璽恩 SiEnVanessa、曾晨恩、謝思穎、趙治德、

孫立衡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

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蒙救贖 / I Am Redeemed 張家綺、金品齊、李匯晴、

褚治軒 A.C. 

©  2019 張家綺、金品齊、李匯晴、褚治軒 A.C.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聖靈來風 / Breathe On Me 劉淑莉、曹之懿、褚治軒

A.C.、黃正安、陳州邦 

©  2019 劉淑莉、曹之懿、褚治軒 A.C.、黃正安、陳州邦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

異象工場 

這就是愛了 / This Is Love 
趙治德、蔣孟平、金品齊、

江庭宜 

©  2019 趙治德、蔣孟平、金品齊、江庭宜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願降服 / I Surrender 
周巽光、璽恩 SiEnVanessa、

孫立衡、江庭宜 

©  2019 周巽光、璽恩 SiEnVanessa、孫立衡、江庭宜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

場 

祢盼望掌權 / Your Hope Reigns  
周巽光、璽恩 SiEnVanessa、

陳逸宏、褚治軒 A.C. 

©  2019 周巽光、璽恩 SiEnVanessa、陳逸宏、褚治軒 A.C.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

異象工場 

與我同去 / Be There with Me 
趙治達、趙治德、金品齊、

孫立衡 

©  2019 趙治達、趙治德、金品齊、孫立衡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同負一軛 / Yoked Together 
曹之懿、趙治德、曾晨恩、

黃正安、陳珮瑜 

©  2019 曹之懿、趙治德、曾晨恩、黃正安、陳珮瑜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

場 



相信 / Believe 李宛叡、張全佑、曾晨恩 
©  2019 李宛叡、張全佑、曾晨恩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祢無限 / Infinity 
李宛叡、李匯晴、王英州、

趙治達 

©  2019 李宛叡、李匯晴、王英州、趙治達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祢愛超越一切 / Your Love Is Above All 
劉淑莉、褚治軒 A.C.、謝思

穎、李依柔、陳州邦 

©  2019 劉淑莉、褚治軒 A.C.、謝思穎、李依柔、陳州邦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

異象工場 

Let's go / 一起走吧 
黃正安、吳健美、王英州、

趙治達 

©  2019 黃正安、吳健美、王英州、趙治達 admin by 社

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大衛榮耀的帳幕系列 

 

 

【為摯愛的土地】1CD  

For Our Beloved Land 

2009 年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台灣我愛你/Taiwan I Love You(卡拉 ok) 
趙治德 

© 2008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

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恢復榮耀】1CD  

Restoration  

2011 年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我的供應/ My Provider 趙治達 © 2010 趙治達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心所求/My Heart Longs For 
褚治軒 

© 2010 褚治軒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愛我的國家/I Love My Country 黃建東、潘偉凡 © 201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為著你的榮耀】1CD 

For Your Glory 

2012 年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與你更靠近 Closer to You 
趙治達 

© 2011 趙治達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

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沒有人像你一樣愛我 No One Loves Me 

Like You 
趙治德 ©  2011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恩典之流 The River of Grace 
柯智元 (Ko Chih-Yuan) 

©  2011 柯智元 (Ko Chih-Yuan) admin by 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求充滿這地 Come and Fill This Land 詞：楊家寧/曲：李宗唐 ©  2010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竭力追求】1CD 

Passionate Pursuit 

2014 年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版權 

安靜居所 柯智元 T.K. © 柯智元 T.K.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



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天父的國度 
褚治軒 

© 褚治軒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

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祂是你的幫助 
趙治德 

© 趙治德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

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們敬拜你 
趙治達 

© 趙治達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

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主祢是我們的太陽】1CD 

The Lord Is Our Sun 

2016 年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演唱人 版權 

我們獻上 

詞：陳世智、林美雅、文敏華、

沈慧婉 

曲：陳世智 

曾晨恩 

© 2015 陳世智、林美雅、文敏華、沈慧婉/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

場 

敬拜神羔羊 高振梅 高振梅 
© 2014 高振梅/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寶血誓約 Angel Hu 胡惟涵 Angel Hu 胡惟涵 
© 2014 Angel Hu 胡惟涵/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安然居住 
詞：鄭孆薇 & 楊麗珊 

曲：鄭孆薇 
楊蒨時 

© 2014 鄭孆薇、楊麗珊/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永遠與我同在 
詞：王德福 & 楊麗珊 

曲：楊麗珊 
張家綺 

© 2015 clayranggi/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

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成為祝福 羅嘉雁 李安鈞 
© 2015 羅嘉雁/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榮耀君王願你再來 吳芳儀 吳芳儀 
© 2014 吳芳儀/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父親的心 趙治德 趙治德 
© 2016 趙治德/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我一生在聖靈中 褚治軒 (A.C.) 陳州邦 © 2016 褚治軒(A.C.) 

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詞：陳州邦、曹之懿、陳薇茜 

曲：陳州邦、吳唯農、王英州、

曹之懿、陳薇茜 

陳州邦 © 2013 陳州邦、曹之懿、陳薇茜、吳唯農、王英州 

 

【溫柔聖靈】1CD 

The Gentle Holy Spirit 

2019 年出版 

中文曲名/英文曲名 作詞/作曲 演唱人 版權 

讓家偉大 趙治德 

陳州邦 、曾晨恩、

周巽光、趙治德 、

璽恩 SiEnVanessa、李

曉茹、曹之懿 

© 2019 趙治德/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將會知道 
張全佑、謝思穎、李依柔、蔣孟

平 
謝思穎 

© 2019 張全佑、謝思穎、李依柔、蔣孟平/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

場 

用信心宣告 劉淑莉、蔣孟平、劉馥萱 張家綺 © 2019 劉淑莉、蔣孟平、劉馥萱/admin by 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就這樣沉浸在祢的愛中 
璽恩 SiEnVanessa、張全佑、謝

思穎、曾晨恩 
璽恩 SiEnVanessa 

© 2019 璽恩 SiEnVanessa、張全佑、謝思穎、曾晨

恩/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

希伯崙異象工場 

溫柔聖靈 
周巽光、李依柔、曾晨恩、褚治

軒 A.C 
周巽光 

© 2019 周巽光、李依柔、曾晨恩、褚治軒 A.C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

象工場 

還有更多 
趙治德、李宛叡、璽恩

SiEnVanessa 
李曉茹 

© 2019 趙治德、李宛叡、璽恩 SiEnVanessa /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

象工場 

起初的心 孫立衡、陳州邦、李曉茹 陳州邦 
© 2019 孫立衡、陳州邦、李曉茹/admin by 社團法

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敬拜祢名 
曾晨恩、李宛叡、趙治德、陳逸

宏 
曾晨恩 

© 2019 曾晨恩、李宛叡、趙治德、陳逸宏/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

場 

牽手 
周巽光、褚治軒 A.C、蔣孟平、

蔡依純 
陳雅玲 

© 2019 周巽光、褚治軒 A.C、蔣孟平、蔡依純/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

象工場 

Make Our Home Great (讓

家偉大-英文版) 
趙治德 

Viola Wu, Catherine 

Hu, Peace Teo, 

James Hu, Joy 

Sung, Carlo 

Fumagalli 

© 2019 趙治德/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

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象工場 

就這樣沉浸在祢愛中 
璽恩 SiEnVanessa、張全佑、謝

思穎、曾晨恩 
璽恩 SiEnVanessa 

© 2019 璽恩 SiEnVanessa、張全佑、謝思穎、曾晨

恩/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

希伯崙異象工場 

牽手 
周巽光、褚治軒 A.C、蔣孟平、

蔡依純 
璽恩 SiEnVanessa 

© 2019 周巽光、褚治軒 A.C、蔣孟平、蔡依純/admin 

by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度豐收協會附屬希伯崙異

象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