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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Marina Lee 

 

Praise the Lord for this all-Chinese edition to 

glorify God’s creation. Although the articles are all 

written in Chinese, I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of you 

to look at the photographs in the travel journals 

with English captions. Despite the different 

languages we speak, read and write, we are in one 

church and believe in one God. Let’s unite and 

serve Him wholeheartedly! 

 

“Yet for us there is one God, the Father, from whom 

are all things and for whom we exist, and one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whom are all things and 

through whom we exist.”  

 (1 Corinthians 8:6)   

 

This Is Our 
Father’s World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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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曹雪圯传道 

   

(編者按：為忠於原著，本文特以作者原稿所用之簡體中

文刊登。不便之處，敬希讀者原諒。） 

 

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

们，他们也跟着我。」 （约翰福音 10:26 小

节） 

若问读神学对我来说，什么是对我最大的帮

助？我想，就是让我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如

同云彩的众多见证人，见证着我们所信靠的神

是何等的美善，他（她）们一个又一个鲜活的

见证让我深深意识到耶稣基督爱我的心。他活

在世间，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神的爱就

在此向我显明了。(罗五:8) 并且他死了，复活

后，为我在父神面前代祷，差遣圣灵做我随时

的帮助。正如巴刻所讲：自知被爱，就有喜

乐！我们今日因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不仅有特

权自由进到神面前，还可以和弟兄姐妹彼此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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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激励、劝勉，活出一个有信、有望、有爱

的人生。在天父的世界里面这真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 

 

I：昨日众忠心仆人在见证 

在我读两千年风风雨雨的教会历史的时候，可

以看到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越多人殉

道，教会成长越蓬勃，在此也可以看到基督对

教会超自然的保守。因此，教会的存在，就是

一个神迹! 在教会历史上，我们看到来自万邦万

族的圣徒为上帝做那美好的见证： 

1: 最出名的是马西流，主后 1324 年，他发表了

一篇「保卫者」的文章，马西流宣称信仰和行

为的最高标准是圣经。 

2: 1415 年 7 月 6 日，胡司被绑入刑场。他跪

下，大声祷告，柴火堆积到他的脖子高度。行

刑官最后要求他忏悔，但他再次拒绝，并大声

宣告：「上帝为我见证，他们指控我的，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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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所宣讲的。以我所写，所教导及传讲的福

音真理，我今天愿意为这真理而受死。」据说

在快要死亡的时候，他呼求基督：「又真又活

的上帝的儿子基督，求你的慈悲临到我。」 

3: 威克里夫最重要的教导乃是他强调只有圣经

有绝对的权威。他认为救恩乃是藉着信心，而

圣化的行为乃是信心的证据。 

4: 休斯在牢中遭受许多的迫害，可是他还是坚

持按照神的话传讲真道。他坚定地忍受各样迫

害而仍然对主忠贞。主后 1415 年，他在公开被

辱后，就在木架上被活活烧死，为主而殉道。

不久布拉格的耶柔米也惨遭同样的杀害。 

5: 「神若给我年岁，不需几年，一个乡下的年

轻农夫都能在圣经上比你们知道得多一点。」

——丁道尔 

     为了完成神所给他的使命，从他三十岁开

始，他被迫逃亡海外，他的余生所过着的正是

流亡的日子，更重要的是要确保他的手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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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至被烧毁，他不愧称为「英文圣经之

父」。于 1536 年十月六日，他被绞死后再焚

烧。他爱慕主的道，也为所爱的主殉道。在就

行刑以前，他祷告说：「主啊，开英王的眼

睛。」 

 

II：今日同路人也在见证 

以前没信主的我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在我经历

了２次车祸后，生命对我来说真是非常的脆

弱。感谢神的怜悯拣选了我，自从我信了主，

每个我身边的朋友看到我，都说我是一个特别

喜乐的人。当他们问我喜乐的来由，我就回答

是因为我有神，有盼望，所以可以喜乐。当然

即使这样一个喜乐的我也有笑不出来的时候。

去年读《教会历史２》的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

光。《教会历史》这是神学院数一数二难度比

较高的一门课。我记得前年我读《教会历史 1》

的时候我爸爸得病住院，靠主的恩典我爸爸住

院两个月后平安出院，总算有惊无险。但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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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底的《教会历史 2》的时候，我连续几晚都

梦见我的爸爸，我内心一直很不平安，总感觉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因为我家 6 个人，除了我

爸爸全都信了耶稣，所以爸爸有什么事情都特

别牵动我的心，我每天都为我爸爸的救恩祷

告。当我正在好奇为什么会连续几天都梦见我

爸爸时，我就赶紧打电话回家问家里是不是发

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妈妈和姐姐都回复我说家

里没事。我就不相信，一边继续祷告，也一边

继续打电话给家里。在我不断地追问下，原来

我爸爸前阵子有一天脸色突变，胃突然大出

血，流血不止，家人把他送入医院，已经住院

几天。家人怕在异国他乡的我担心，一直瞒着

我。当时县城的主任医生强烈要求，甚至催逼

我家人要尽快决定给我爸爸动手术，否则我爸

爸随时有生命危险，又提醒我们家人随时要准

备几十万动手术的钱。我一听到这个情况如同

晴天霹雳，感觉到整个世界都快塌下来，满脸

是泪。我就赶紧跪着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天

父啊，求你救救我的爸爸，求你纪念他养育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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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恩典，除了你，还有谁能帮助我呢！」然后

就泣不成声。我记得当时我很清楚听到天父对

我说：「孩子，别哭，你爸爸没事。」我当时

就说：「天父啊，医生都说他要马上动手术

了，怎么没事？求你帮助我爸爸，因为他还没

信主，我相信你知道我所有的担心。」虽然我

的理性知道我所信靠的神比一切都大，但是小

信的我还是忍不住特别担心。奇怪的是每次我

祷告完后，内心满有圣灵给我的平安。即使如

此，我每天依然还是要面对我繁重的学业。连

续的两周，我都跟进爸爸住院的情况，家里每

次打来的电话都是爸爸病危，情况越来越糟

糕，最后爸爸流血导致严重的贫血。医院每天

都在要他做不同的检查，主任医生也催促我们

家人必须尽快决定做大手术。这段时间每周二

和周四晚上 7 点至 10 点我都有神学课，每天都

要按时按量交作业，迟了交作业就没有分数，

不及格就要重修，如果重修一门功课要等 2-3

年，学校才开这一门的课。我现在依然记得

《教会历史》每天都特别多作业，有时候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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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作业连吃饭都有点想呕。或许也因为我是一

边工作，一边读书，真是压力很大。那个时候

我每次读书，就想到我在医院正在急救的爸

爸，满脸是泪，双眼模糊完全看不了书。一边

看，一边和神唠叨：「天父啊，我这样怎么看

书？你既然呼召我来读神学，你就要对我负责

到底，不然我如何走下去？」当时除了哭，就

是一心想回国照顾我爸爸。作为儿女我觉得特

别内疚，因为爸爸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

在身边照顾，真是特别的不孝顺。一想到我爸

爸，我完全没办法看书，不管是电子书还是纸

张书，但是我还是坚持每天为我爸爸禁食祷

告。我记得有一次祷告：「天父啊，我再也走

不动了，要不我就死在这里了，我看不了书，

心里都是我爸爸。你帮帮我吧！在这件事情

上，你到底要我学什么功课？」圣灵马上就感

动我说：「你把这件事情告诉教会，还有你的

老师和同学，呼吁大家为你祷告。因为这不是

你一个人的事情，这是天国的事情。」找人帮

忙，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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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特别怕麻烦别人的人，很多时候我宁

愿自己走多几步，都不想麻烦身边的人。我当

时立即回答说：「天父啊，这又不是什么好

事，大家都特别忙，我自己的祷告就好，免得

麻烦别人。」奈何圣灵一再催逼，我就顺服把

这件事情告诉了老师和同学，并且呼吁教会的

弟兄姐妹为我爸爸祷告守望。每次上课前老师

带领同学们为我祷告，让我真实感觉自己不再

孤单，不是我一个人或一家人在面对，这让我

非常的感动。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坚持了 2 年

多的灵修小组，当大家知道我的事情，也非常

为我担心，在胡传道的鼓励下，我们都跪下来

祷告呼求神。我清楚的记得当我跪下来祷告的

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非常无助的小女孩，

即使我听到了神告诉我没事，但是看到种种现

状又不禁软弱下来。并且我清楚地记得当时 6-7

位姐妹轮流按手在我身上祷告，每一只手按在

我身上，我都感觉到一股力量进到我里面。我

一次又一次被大家的爱感动，也真实感到天父

透过姐妹们给我的爱。我记得当时我家弟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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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一起祷告争战，我们也在商量如果真的要

做手术，即使卖房卖车我们都要去帮助爸爸，

千万不要因为没钱放弃治疗。真是神的意念高

过人的意念，妈妈、姐姐和弟弟突然商量把爸

爸由县城医院转去市医院，再检查一次，决定

要不要进行手术，结果即时转去当地的市医

院，刚好那里有个熟人朋友在医院做医生。当

爸爸再做全身一次检查，医生说我爸爸的情况

虽然大出血，但是不需要动大手术，可以采取

保守治疗，只要住院几天，安心静养就好。这

两周对于我们一家人来说，难熬得就像一个世

纪那么长。幸好有弟兄姐妹一路陪伴，一路打

气，一路代祷，不然真的走不下去。也因为这

次生病住院，在医生的建议下，爸爸改掉了几

十年的抽烟和喝酒的习惯。 这正如天父感动我

说的「没事」，走过两周的「流泪谷」，我们

终于靠天父的恩典进了「迦南地」。这过程真

让我感觉到弟兄姐妹的爱，她们一路鼓励我，

一路搀扶我，真是一起奔走天国的同路人，如

此的宝贵！我也真心感谢天父知道我软弱，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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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么多同路人帮助我。感谢神，也感谢曾帮

助我的人。经过这件事情，我看到了神的真

实，也更深入全面地认识神，并与神建立更亲

密的关系。 

 

III：将来神的儿女还要见证 

「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

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 1:9） 

神允许祂的教会经历了两千年里的风风雨雨，

当然是要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

益处」（罗马书 8:28）。对我们今日面临各种

挑战的教会而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虽然

从人的眼光看二千多年的教会历史，教会在人

为的过犯下，一再妨碍天国在地上的实现，压

抑了心灵的自由、压抑了学术的讨论，神职人

员沽名钓誉。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世纪政教

之间的争权夺利和恶名昭彰的异端裁判所，用

来压制异己、铲除异己。另一方面也看到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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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东征，这些都为教会写下了醜恶、黑暗的一

页。但是上帝反而是在教会不断的犯错、在愚

昧、在短视、卑污中推动祂的工作，这正显出

上帝奇妙的大能，以及无穷尽的恩慈。我作为

教会的一员，不能够自外于愚昧、短视、犯错

与卑污。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妇，新妇身上的

每一个细胞都全赖恩典。感谢主，正如马丁路

德「惟独恩典」：因为一个真正领受恩典的

人，会认为自己的圣洁微不足道，远远比不上

他所看到应尽的责任，并且总觉得自己在众圣

徒中是最小的那个。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因

为身为罪人本来就不配称为圣人，一切都是神

的恩典。（参考以弗所书 5:26-27）虽然当今的

教会仍然有很多缺点、很多毛病、很多瑕疵，

但是那个圣洁、毫无玷污、荣耀的上帝，是我

们侍奉的目标，我们向着这个目标迈进，只要

有主耶稣基督，他是教会唯一的根基，那么我

们就永远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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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奥古斯丁所说：「上帝借基督赐给我们生活

的典范，也就是说，赐给我们一条确定的道

路，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这些因骄傲而

堕落的人，唯有借着谦卑才能回到上帝身

边。」深愿赐我们长阔高深恩典的神，帮助我

们全然信靠，全然委身，一生操练与神同工，

以神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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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世界光明美麗                余林素娟 

 

 

天天禱告勤頌經 , 

父上帝奇妙救恩 , 

世人犯罪虧欠神 , 

界定滅亡受審判 , 

光照黑暗存盼望 , 

明瞭聖靈常充滿 , 

美雲彩虹立永約 , 

麗晶人生主手牽！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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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飛鳥             梁廖靜恩師母 

 

「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

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

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麽？」（太 6：26）天父

的愛，長濶高深，對我的愛，也是無微不至。

在我心境低迷的時候，天父藉着天上的飛鳥，

使我領悟祂的心意。 

今年五月最後一個星期，回家路上，我經過

前院，聽見吱吱的鳥聲。 經過花槽，看見一隻

知更鳥正站着歡迎我，頓感輕鬆自在。不料， 

踏上門廊，舉頭一看，即時心中一沉。我看見

「不束之客」到訪我家， 不知何時，牠偷偷地

在我家門廊的梯頂上潛

建房子（圖一），頓時

心覺不妙。 我當把雀巢

移走？ 或是把它弄破？

不然，一出門，如果小

鳥向我撲過來，怎麽

辦？掉下來的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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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到地方骯髒，怎麽辦？…… 但是，牧師說：

「方便人家吧！牠築巢是為孵蛋，當孵出小鳥

後，牠們便會離去，不會再打擾我們。」 

就這樣，雀媽媽有了自己的安樂窩。當雀媽

媽離巢覓食時，牧師靜悄悄地放些穀物之類的

食物到巢中。但大部分時間雀媽媽都是安坐巢

中。為使牠安心孵蛋， 不受驚嚇，我們都改用

車房出入。並且晚上也不開着門口燈，以免打

擾牠們休息。只是偶然用手機拍下雀巢中的情

況，留為記錄。 

雀媽媽到我們這裏短暫寄居，這事之前從未

有過，是上主要我們為牠行

個方便？還是要派牠來指教

我？我們拍下知更鳥的蛋，

拍下三

隻雛鳥

破殼而

出，看

見雀媽媽日夜守護着雛

鳥。（圖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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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雀媽媽到來寄居之日開始不久，我媽媽發

病的徵狀逐一出現，最後要送到醫院作詳細檢

查。 

在住院期間，隨着她病況逐漸轉壞，我的心

緒也逐漸轉疲累。每次從醫院回家，由廳走到

大門前，透過大門玻璃，看看雀鳥、雀巢，彷

彿體會雀媽媽的母愛。為什麽牠總是坐着不

動？是靜靜等

候孵蛋吧！牠

正在傳承生

命，要把最好

的供給下一

代。兩周過

後，雀媽媽不

再安坐了，牠

跟雀爸爸到處

覓食，頻頻往

返，餵哺雛鳥（圖四）。為什麽牠總是不肯停

下來安歇呢？牠是要使兒女得溫飽吧！再過了

七天，雀媽媽終於要離開了。剛好在早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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牠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圖

五），頃刻間 ，「寄居

客」真的是「舉翅不囘

顧，隨風四散飛」，只剩

下空巢（圖六）給我們收

拾。雀媽媽要帶雛鳥

飛往哪兒去？ 

   「生有時，死有時…

笑有時，哭有時…尋

找有時，失落有

時…」（傳道書 3） 

 六月十六日拍攝到

雛鳥的誕生，一個快樂、充滿愛的時刻。為牠

們一家高興！兩天後，上主把媽媽接到神的榮

耀裏，從此媽媽可以與主同在，面對面説話，

這豈不是每個信主的人最終的盼望嗎？ 

天上的飛鳥啊，多謝你的光臨！你使我再次

肯定神是生命之源，再次思想生命的誕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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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愛的偉大！感謝天父差派雀媽媽來，陪伴我

度過意想不到最艱難的日子。 

    在天父的世界裏，每件事情發生在我們身上

都非偶然。必定有神的心意與許可。「旅客」

到訪，不遲不早， 正好提示我，天父創造飛

鳥，雖然身軀微小，不種不收，卻賦予牠生命

氣息，賦予牠愛，使牠們繁衍後代，使牠們自

由快樂地享受天父所創造的大自然。我知道我

比飛鳥更貴重，因為我被神所創造，被主耶穌

所拯救，並且一生有聖靈守護，神更為我存留

永恆的盼望與生命。在主面前，我當釋然，我

當放下憂傷，繼續努力彰顯上主要我盡的本

份。  

    神要我拿什麽報答祂浩瀚的恩典呢？祂是要

我服侍敬拜祂，仰望祂，以一生的日子信靠順

服祂。無論遇到任何事情，任何環境，我都要

靠主常常喜樂。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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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之路     石娟 (Judy) 

 

(編者按：為忠於原著，本文特以作者原稿所用之簡體中

文刊登。不便之處，敬希讀者原諒。） 

 

        Isaac 是我们的第 3 个孩子，刚开始我对

他的到来是浑然不知。我们是在 1 月底才知道

的，那时已近 4 个月了。之前身体上的一点变

化我以为是更年期的反应，因没有早孕反应，

所以没想着怀孕。为什么突然发现了，应是圣

灵感动吧！在今年 1 月初我的灵修小组开始一

个读经计划，从《创世纪》开始每周六章，用 4

年时间读完整本圣经。在那几天，「你们要生

养众多」这句经文和亚伯拉罕老年得以撒的这

件事常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忽然就醒悟到神

又给我们一个孩子。感谢主！我们全家人都很

开心。 

 

        接下来就是见家庭医生，照 B 超，抽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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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约产科医生。感谢主！虽然这当中有一些

曲折但都还是很快的进行了。但是随着检查结

果出来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胎儿有严重的生

理缺陷。《诗 》127:3 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

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神啊！

你给我的究竟是赏赐还是惩罚呀？我想过堕

胎，但我恍惚知道基督徒不能堕胎，堕胎就是

谋杀，是犯罪，神不喜悦的。Jeff 上网查了很多

资料，想劝我终止妊娠。但孩子已经成型，我

做 B 超时已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心跳，我不忍

也不舍，我心里很不平安。于是我找师母请求

帮助，师母告诉我顺其自然，任何环境临到我

们，都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想想神要我们学习

什么功课呢？有些时候，神为我们带来意外，

制造困难，不是为了拦阻我往前行；恰恰相

反，乃是为了破碎、改变、更新我们，使我们

更好地往前行。我也将这事告诉了我灵修组和

祈祷组的姐妹们，并且说我知道胎儿的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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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但是我也相信神的带领，因为生命在神手

里，我不会选择去堕胎，就让神来掌权，让我

去更多经历神、更多明白神。我决定给孩子起

名叫 Isaac，我确信他是神给我的应许之子。大

家也都支持赞成我的选择，为我祷告。 

 

      我开始反思：我 2016 年受洗以后，灵命一

直没有太大的进步，虽然一直没有停止聚会，

也参加灵修小组，参加团契，但是始终觉得自

己的灵命进步不大，与神的关系比较疏远，并

且家庭成员之间也不和睦。我在我们的祈祷组

或者灵修小组中分享，请求大家为我祷告的就

是希望能够更深的去经历神，求神能够改变

我 ，改善我和先生的关系，我想现在神开始动

工了。神常常按照他自己的时候来解放我们，

他的慈爱是永远常存的。我们祷告，神不会不

答应或不注意。很多次我以为被拒绝了，其实

只是推迟了，神有他的时间和方法。这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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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神一步一步为我安排道路，除了牧养我的

基督善牧堂，我身边有相处了十年的祈祷组姐

妹和在一起 6 年的灵修组姐妹们，我先生去年

九月也受洗了。这些属灵伙伴慢慢的带领我，

影响我，提醒我去亲近神。特别是我的灵修组

里有牧者、传道人，有师母，有神学生，她们

鼓励我学习让自己敢于在神面前赤露敞开，敢

于开口向神求。我们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

但是主知道，他知道我们在地上的生活需要什

么，我们只要凡事求神做主掌权。当我清楚明

白了这些之后，我就更加坚定信心，选择不堕

胎，依靠神。 

 

       随后我又做了不同的检查，事后专家小组

与我们视频通话，他们都非常和善，详细给我

们讲解了胎儿的情况。 胎儿身体有缺陷，我们

将会面临自然流产或生产时不能存活，或出生

后只能活几个小时，或几天，或几个月，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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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打算继续下去。我都告诉他们说我们很感

谢他们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让我们对未来可

能发生的事情有心理准备。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知道生命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能够临到我

身上的事，都是经过神智慧的考虑。我选择不

堕胎，是相信神有他的计划和安排。他们也表

示理解，并且说如果有任何需要，他们会随时

为我们提供帮助。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感觉到

这么多人给予我们的温暖和爱，感谢我生命中

所遇到的每一位。 

 

        神所喜悦的顺服是出于信心，靠着神恩典

的能力而生的顺服。神的应许是靠信心来成就

的，信到什么地步，神就为你成就到什么地

步。 

        

 3 月底开始我就在家安心休养了。我们的

读经来到《利未记》，在这里我看到神呼召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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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带领六十多万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一路犯

罪且埋怨神，受到神的惩罚，最终不能进应许

地。所以我警醒自己遇事不要埋怨神，要学习

求问神，明白神的心意。神要我学习什么？我

要做什么？这给我看到了先生的辛勤付出，我

们也多了沟通和交流。特别感谢先生一直对我

和孩子们的照顾与包容，我也顾念先生的辛

苦，我会在孩子面前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

之主，爸爸是我们家的头，我们要尊重爸爸，

常怀感恩的心，我们的关系也好了很多。 

 

      我知道弟兄姊妹们也一直为我们祷告。 

Isaac 在我腹中坚强的成长，他的胎动也越来越

多，两个孩子也经常会走到我身边看一看或摸

一摸，感受与他的同在，Christina 还喜欢和他

说说话。 

 

      我是很软弱的，当我一想到 Isaac 身体的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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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或是未来的情况我无法预知时，我心中不

安，我去查经：《哥林多前书 10:13)你们所遇

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

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

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

得住。(腓立比书 4:6-7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

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

诉 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

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于是我祷告我说：「主啊！我不知道结果

怎样，但你应许说你给我的是我所能够承受

的，我相信你给的不会过于我所能担的，求这

件事情按着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愿我的心可

以全然向你。你知道我是多么容易跌倒，请怜

悯我！感谢你每天赐我力量，让我心中充满喜

乐，并可以时时回转归向你，请帮助我全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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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来服侍你。」于是我就交托了，我的心里又

有了平安。 

 

       感谢主！这几个月因我有充足的时间休息 

和读经，能夠依靠主使自己放松。Isaac 也很

乖，没有给我孕期的不适。我每次去产检各项

指标都很正常，也能听到 Isaac 规律又强壮的心

跳声。5 月 30 号去检查，医生说可能会安排催

产。我的预产期是 6 月 19 号，医生说等到 6 月

6 号再确定。灵修组的姐妹们知道了，就都为我

祷告，求神赐平安给我。6 月 6 号去见医生说

确定在 6 月 13 号为我催产，因为是周一，医院

人手比较充足，可以安排到有经验的医护人

员, ，突发情况可以及时解决，但催产对我意味

着什么我也不知道。(马太福音 6:34 ) 记载：所

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

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歌罗西书 4:2 ) 

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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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親愛的天父：求祢給我信心來交托，放

下焦慮，停止把已經放在祢手裡的問題，一直

拿回來煩自己，好讓我能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處理好眼前該做的事情。求祢給我從聖經裡來

的智慧，用來分辨如何運用自己的時間，按著

祢的心意而行。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

定时。主呀！如果那是你定的日子，按你的心

意而行。」 

 

       我相信代祷的力量，所以我请灵修组和祈

祷组的姐妹们为我提名祷告，求神保守。她们

并约定在 13 号的早上也会各自在家为我祷告。

教会弟兄姊妹们的帮助，也使我们没有了后顾

之忧。 

 

        13 号按照约定的时间，早上六点 Eva 来载

我去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一切顺利。我们一

直祷告，愿神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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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aac 很快就要与我们见面了，我相信神的安排

是最好的。平静并不是从没有风浪的湖上来

的，而是来自于你知道有耶稣在你的船上，就

没有任何风浪能淹没你。上了产床，护士为我

检查了血压体温，一切都正常，我也依然听到

了胎儿规律而强壮的心跳。九点钟医生来了，

检测了胎位正常，适合生产，于是刺穿了羊

水，为催产准备。很快伴随着阵痛，我开始出

血，Eva 一直在为我祷告，我知道这个时候也有

很多人在为我祷告。这时，Jeff 安顿好孩子也赶

来了。10 点多护士再次检测的时候，发现听不

到胎心了，叫来医生，发现 Isaac 的胎位不正，

可能要剖腹才能把他取出来，而当时我也一直

在出血，护士不停地为我换床褥。医生说不知

什么原因，胎盘破裂了，胎儿承受不了瞬间的

压力可能窒息了。医生决定做手术，麻醉师来

做了无痛麻醉，但是我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我

的血压下降的很快，早上进来的时候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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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压 120 低压 75 而现在高压为 55 低压

30，身体极度的不舒服。我进了手术室，我不

想其他，一直都在祷告，我要依靠我的主。当

我在手术台上感觉自己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呼

求：「主啊！我知道你是以马内利的神，你必

与我同在。求你救救我！帮我度过这难熬的时

刻。」接着我听到护士说 Isaac 非常的安详，顿

时有平安充满我。下午 3 点半手术完毕，我回

到产房，第一眼看到 Isaac，把他抱在怀里，他

是那么的安详平安没有痛苦。感谢主！这是我

们无法预知而又能够坦然接受的结果。因为在

之前我们知道由于他身体的缺陷，如果来到世

上，就算很短的时间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痛苦。

我们一直所求的就是希望他没有痛苦。现在他

在天父那里无病无痛，好的无比！他只是比我

们先去了这永恒美好的天家，等候那在未来与

我们相聚的日子。人生很长，足以让我们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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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旨意。人生很短，不容许我们浪费一分

一秒。我们可以活着，每一天都是恩典。 

 

        神的奇妙就在于：你信祂，将自己交托于

祂，祂却带你走了一条你不愿走的路。但一路

走来，你发现祂给了你很多从来都没想到的风

景。最后，你不得不承认，祂的美意原来如此

不可思议。祂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

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诗 139:13-16）Isaac 对神的话: 「我的肺

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

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

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

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

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

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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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医院的护士为 Isaac 冲凉，包好，拍

照，帮我们做纪念。第 2 天上午 Esther 姐妹视

频为他作了安息祷告，我们把他暂时安放在医

院的殓房。下午 Battey 和 Eva 姐妹来探访，送

来了可口的食物和汤水。第 3 天上午我出院回

家，正当我和 Jeff 为安排 Isaac 的后事而毫无

头绪，向神祷告的时候，Jacob 弟兄的电话来

了。墓地和费用都有了，(灵修组的姐妹和长老

会捐助我们的钱正好是买墓地的金额) 。随后我

同师母联系，请求善牧堂主持安息礼的事。师

母告诉我不用担心，一切教会都会帮我们安

排。弟兄姊妹们纷纷送来食物、汤水、营养保

健品和安慰鼓励的话语。感谢主！他在我各樣

的處境中，在我身上顯明他的憐悯和豐富，也

把更多的恩典賜給我！这一个月，我不用劳

碌，也不用奔波，只需好好休养，而该办的事

情一样不落，一件不少都做了。(诗 34:8-10 )你

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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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民哪，你们当敬畏

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

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事就这

样成了。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

他所给的赏赐」,我确信 Isaac 是神给我们的赏

赐，因为通过他我更深的经历了神的信实，经

历了用信心依靠神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愿我

今天的见证分享能够荣神益人！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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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給我奇異的恩典     Doris  

 

親爱的弟兄姊妹，這是我第一次在這裏分享。 

     本年六月中，因為我在做運動後，弄傷了左

脚的韌帶與肌腱，所以在七月時看了家庭医生

和去了急症室。醫生確定不是骨折，只是傷了 

韌帶與肌腱 。醫生說，待四至六星期會自然康

復。我又做了三次物理治療。最近一次物理治

療是在本年八月八日，但脚部仍感到疼痛。幸

而受傷的事件也得到教會弟兄姊妹的代禱。因

此，奇妙的事就在一個多星期前發生。 

      那一天，教會有一位姊妹建議我，用一個藥

膏搽患處，用後的確也減少了一點痛楚。而

且，在八月十三日，經一位朋友介紹，有一位

年近七十歲的非籍人仕，他透過一些腿和脚的

運動，加上他用他的手肘， 用力按壓我的左腿

多次，最後他叫我在跑步機慢跑五分鐘。現

在，我的腳痛已康復了八成。我非常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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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見到我再次有笑容，不再受脚痛之苦，他也

感到開心。 

      在這件事裏，我學會了等候。等候神的醫

治。我越受到苦難， 越能經歷神的慈愛和帶

領，祂醫治我的傷痛。 神是早已知道我的需

要，所以按衪合適的時候，派了這位天使來治

療我的脚。 願一切榮耀都歸於我們慈爱的天父! 

 

(備註:  這位非籍長者並不是醫生，也不是物理

治療師。他可能用他家鄉所學到的治療方式來

醫治我的脚患。他很友善，樂於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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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遊學團朝聖記述（五） 陳培元 李鳳招 

迦拿是耶穌第一次行神蹟的地方：    迦拿婚

筵，讓我們窺見耶穌水變酒的神蹟 

(約二:1~12) ，不只證明祂是彌賽亞，也要人明

白信心的重要。迦拿是拿但業的故鄉。 

Exterior & Interior of a church in Cana where 

Jesus performed his 1st miracle 

（迦拿教堂外貌 )↑      （迦拿教堂內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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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rrel that 

Jesus used to 

transform 

water into 

wine                                            

     

  水變酒大水缸 

（迦拿教堂裡面

的水缸） 

 

遊覽車停在大馬路上，大家步行走進

去，行神蹟的地點夾在民房的小巷子裡，兩旁

都是住家房屋。迦拿水變酒的小樓房並不大，

有點新、也是屬天主教的，樓下中間展示了幾

個古代的大水缸，亦是唯一跟神蹟有關的東

西 。這時從裡面走出一位高齡的神父，他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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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國語親切的跟大家交談，問我們是從那裡

來的。他自我介紹年青時曾在中國宣教牧會，

解放後被驅逐出境，他是義大利人，回來後一

直就住在此地。他今年已九十四歲，因聽到講

國語的，知道是中國遊客，就出來很親切的跟

大家打招呼交談，並表示他很懷念在中國的事

工及弟兄姊妹，神情有點落寞。 

     離開迦拿水變酒的地方，從小巷子出來準備

上車回旅館時，迎面走來一個賣紀念品的阿拉

伯人，肩上掛了個布袋，手上拿著一串明信

片，嘴裡高喊 $1，眼睛溜溜的轉，右手高舉明

信片在抖動，我很直覺的發現來者不善，便提

醒先生小心「扒手」，先生也很機警的用雙手

抱住腰包，果然不出所料，扒手是利用手上的

一挂明信片作掩護以分散遊客的注意，另一隻

手就打皮包，剛好碰到先生抱著腰包的手而沒

有得逞，此時我高聲告訴後面跟過來的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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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心扒手，大家便從旁邊閃開了他。扒手見身

份被暴露，竟用阿拉伯語罵人。這是今天的小

插曲。 這晚夜宿拿撒勒 Nazareth  Plaza 旅館 

12/29 日   Monday         (旅程第九日) 

    耶穌出生在少為人知的小村落伯利恆，母親

是個農家女。祂在另外一個小村莊拿撒勒裡長

大，在父親的木匠店裡工作。三十歲後開始旅

行佈道，先後三年之久。 

     祂從沒有進過大學，也不曾涉足大城市，足

跡所到的地方，離祂的出生地最遠不逾兩百公

里。祂沒有寫過一本書，連一張證書也沒有，

有的是祂自己。 

     這世界沒有給祂絲毫，年輕的時候，大家就

看不起祂，反對祂，祂的朋友拋棄祂，其中還

有一個出賣了祂。今天祂已成為人類的中心，

世界進步的動力。耶穌是神應許賜給全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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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者。祂是一位偉大的教師， 把天國的道理

教導人。 --- (聖經) 

     今早參觀拿撒勒村，是加利利省的一個小

鎮，耶穌的養父約瑟和母親瑪利亞住在這裡，

是救主耶穌基督幼年成長的地方。耶穌出來傳道

也常與門徒在此一起走動。在使徒時代是一個

窮鄉僻壤，不起眼的地方，也就是腓力告訴拿

但業他遇見耶穌的地方。 

報喜堂 :   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    

拿撒勒今天已經是一個相當有規模的小城，

居民大多數是阿拉伯人，而且是基督徒，生活

都很富裕，不少人家都用汽車代步。但在主耶

穌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鎮，住了寥

寥無幾的幾十戶人家；這之前從來沒有出過名

人，所以當腓力介紹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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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拿但業時，拿但業不禁衝口而出說：「拿撒

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約一：46) 

 拿撒勒離地中海約二十哩，去加利利海約

十五哩，距伯利恆北面約七十哩。拿撒勒城建

得很像一座圓型劇場，街道雖狹窄，但均鋪上

華美的石板，房屋大都是石造的。 

早期的基督徒尊拿撒勒為聖地，但當該地

落入回教徒手中後，就不准基督徒靠近拿撒勒。

到十字軍時，才重新整修拿撒勒城，但在公元

1291 年拿撒勒再度淪入回教徒手中，此後就逐

漸沒落。 

公元 1300 年，方濟會士在拿撒勒建一座修

道院及教堂。後來方濟會士數度被逐出拿撒勒，

直到 1620 年，才又返回拿撒勒，建立了「報喜

堂」，修道院及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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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遊客到拿撒勒觀光的主要對象就是報

喜堂。報喜堂建在報喜堂岩洞之上，相傳是馬

利亞得喜訊時所住的岩洞(參看路加福音一章)。

這座圓頂大教堂是近東最宏偉的大教堂，樓上

主堂兩旁的牆壁上鑲了許多巨大壁畫，有傳統

的、有抽象的，均以耶穌降生為主題，色彩瑰

麗，美不勝收，由世界各國致贈，代表其鄉土

色彩與神學思想的詮釋。 

離報喜堂北邊不遠處有一座聖約瑟教堂，

相傳該堂的地窖內，便是馬利亞與約瑟的居處

及木工場所在地，亦為耶穌消磨其童年的地方。

在該堂西面，另有一座小教堂，據說是當初主

耶穌在當地首次進入會堂講道的遺址 (路四：

16) 。連昔日瑪利亞打水的地方都建了小禮拜堂，

即聖加伯列堂，東正教則認為該處為天使向馬

利亞報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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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福音耶穌生平的記述中，我們知道耶

穌過一般常人的生活，因此我們可以想像耶穌

在幼年時也必過正常的兒童生活，與其他的孩

子無異。祂也受正常的希伯來教育，祂熟悉當

時的幾種語言，如亞蘭文，希臘文、希伯來文，

在家中祂也學習了木匠的技藝。因按照猶太人

的律法，每個男人都要用雙手做工，終生以宗

教為業的例外。猶太教法師有過這樣一句格言：

「如果不教會自己的孩子一樣手藝，就是教他

偷竊。」具有堂皇世家的保羅，也會一種製帳

蓬的手藝， 因此，耶穌的少年時代消磨在木工

場的時間一定相當多。 

耶穌時代，在那麼小的一個地方，木工的

範圍有限。當時的木工製品多半是農具，也有

小型的器具，但絕沒有大型的家具。因為巴勒

斯坦的主要建材是石頭、木材極其難求，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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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羅門王所建的聖殿主要的香柏木和木材都要

靠進口。 

上帝的兒子，道成了肉身的耶穌，就是生

長在一個寂寂無名的小鎮，一個寂寂無名的貧

困家庭中。當時與耶穌一同生活的還有不少的

弟兄姊妹，當耶穌出去傳道時，祂的鄉親就曾

驚訝的說：「這不是那木匠的兒子嗎？不是瑪

利亞的兒子，雅各、約西、猶大、西門的長兄

嗎？」(可六：3；太十二：55) 

    當腓力告訴拿但業，他遇見了摩西在律法書

上所寫的那一位，就是約瑟的兒子拿撒勒人耶

穌時，拿但業對他說: 「拿撒勒能出什麼好的

麼? 」耶穌看到拿但業來，就指著他說: 「看哪! 

這是個真以色列人，他心裡是沒有詭詐的。」

拿但業對耶穌說: 「你從那裡知道我呢? 」耶穌

回答說: 「腓力還沒有招呼你，你在無花果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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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就看見你了。」拿但業說: 「拉比！你是

神的兒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約一:45 ~51) 

這裡突顯耶

穌神性的一

個見証。耶

穌看見無花

果樹下的拿

但業，只是

一件神蹟，証明耶穌是神。  

目前拿

撒勒大部分的

居民是阿拉伯

人，環境是差

一點。阿拉伯

人開車不遵守

交通規則，見縫就鑽，因此交通較混亂。拿撒

勒還保有第一世紀羅馬帝國統治時期的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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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古學家的考證後，青年會(YMCA) 把這塊地

買下來，並重新改建為拿撒勒村; 裡面模擬耶穌

時代的風貌，並請人身著古代中東人的長袍，

扮演牧羊人，趕著羊群，有人牽著驢在山丘上

行走。拿撒勒村中還有梯田，榨酒池，鑿石

場，搾橄欖的石磨，木匠房、紡紗織布房、打

麥場、水井等都有人在工作，穿梭在其中真有

點回到古時候的感覺。領隊 Tim 告訴我們，耶

穌做的

木工並

非傢

俱，而

是粗糙

的農

具。 

                拿撒勒街景  後面是報喜堂                 

Church of Annunciation, Nazar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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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撒勒村的橄欖樹     

An olive tree in the 

village of Nazareth 

       

拿撒勒村內之場景：                            

              牧羊人→    

The Shepherd 

 

搾橄欖油的石磨 

stone mill for 

olive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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橄欖搾成油後，最好的油是供聖殿點燈，

次等的是當食油，第三等是工業用，第四等是

用來點燈照明。                   

紡紗織布   

spinning and 

weaving 

 

簡陋的石頭房子   

primitive ston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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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   

female 

worker 

            

   

 

    木匠

carpenter 

 

拿撒勒村裡面也有個博物館，展示那年代的生

活用品。那時候的人，住在石頭蓋的簡陋房

子，照明只是小小的油燈，是用陶土燒成小碟

子，用破布捲成燈心，加上油就可以點燈照

明。參觀完博物館出來，還送給大家一個油燈

作紀念。      



53 
 

村內門徒聚會

的房子 

disciples’ 

meeting place 

                         

博物館內展出的

陶器--小碟子 

pottery (small 

plates) in the 

museum  

     天使報喜堂 Basilica Of Nazare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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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拿撒勒村出來，前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位於

舊城廣

場的報

喜堂，

天使報

喜堂是

瑪利亞

在拿撒

勒的住家原址，顧名思義就是天使迦百列奉神

的差遣向瑪利亞「報大好的消息」 的地方(路

一：26-35)。 

神藉著聖靈完成了天地的創造，現在聖靈又再

一次於新的創造中工作，使「道」能成肉身。

聖靈讓耶穌在童女身上成孕，有一個真實卻無

罪的耶穌，絲毫不失本來的神性。這是聖靈超

絕的工作。天主教在此蓋了教堂。第一世紀拿

撒勒村落是洞穴房，在教堂內外還有些遺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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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到。教堂是君士旦丁的母親海倫娜在公元

470

年下

令蓋

的，

經過

多次

摧毀，這是第五次修建。 

                                                                                

The basement cave where Mary lived, 

believing to be where the angel announced 

the good news to Mary 

報喜堂有兩層，底層是個洞穴，根據傳統記

載，這洞穴就是瑪利亞的家，亦是天使報喜信

的地點。因為這裡在第 5 世紀就蓋過教堂，所

以樓下教堂基本上是遺留下來的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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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層至樓上的圓形穹頂，共有 17 層樓高。

樓下一些遺跡屬於拜占庭與十字軍時期留下的

建築、以及馬賽克地板。 

樓上這個教堂非常華麗也較現代化，空間高

挑，隨著外面光線不同，也影響視覺和感覺的

變化。   

Portraits of Virgin Mary donated b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樓上牆壁滿掛著世界各國贈送的聖母畫像，看

到各國都是用自己的文化來解讀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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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泰國                                                       

印尼                                                    中國 



58 
 

韓國 Korea 

           ↑ 希臘   

            

↑西班牙 

                            義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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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過午飯，稍事休息，準備前往米吉多古

戰場，突然下起雨來，因為路滑，有些人留在

車上休息。 

世界末日的古戰場－米吉多                   

Battlefield of Meggido       

 米吉多是以

色列歷史上的

古戰場。據張

牧師講解：聖

經記載末世將

會有一場最後的戰爭，稱為「哈米吉多頓大

戰」。希伯來文「哈」是山的意思，「米吉

多」是軍隊集合地點，意指屠殺山。這一帶曾

發生過二百多場戰役，不過不一定是在米吉多

的山嶺上發生，而是代表一場毀滅世界災難性

戰爭，在這以後耶穌便會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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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吉多丘陵高出地面 21 公尺，東面是山

地，一直延往約旦，西臨地中海，通往歐洲國

家，南面通往埃及，北面通往黎巴嫩。它被眾

山環繞，分別有迦密山，加利利，他泊山等，

南邊耶斯列平原。由於地理位置優越，成為古

代兵家必爭之地，經歷了迦南人、埃及人、亞

述與波斯人的管治，重建了無數次，不同年代

的建設都保留在舊有的地基上，所以考古學家

挖出 26 層地層，最早的可追溯到公元前 3500

年的銅器時代。 

該撒利亞附近的古羅馬引水道   

        遊覽車進入該撒利亞市區，看到一些比較

隱密的高級住宅，花木扶疏，現在的該撒利亞

都是有錢人居住的高級區，有許多豪華的別

墅，還有以色列唯一的高爾夫球場也建在這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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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在主前 30 年，希律王為了討好羅馬皇帝

該撒利亞士督，在此興建這個羅馬式的海港，

並取名為該撒利亞，以代替當時的政治中心耶

路撒冷，成為首府。 

        交通便利、港口繁榮的該撒利亞，吸引了

很多外來人士在此聚居。後來亦成為保羅向外

傳福音的據點，也成了當年使徒保羅因傳揚真

理被捉拿，在此被關了兩年。彼得也曾在此向

外邦人哥尼流講道。車子慢慢駛向海邊的古羅

馬引水道，是圓拱型的橋墩，上面是引水道，

大部分引水道的水是從迦密山引來的，當時專

供給羅馬在

此駐防的軍

隊使用，大

家紛紛下車

參觀拍照留

念。  



62 
 

   The Roman Aqueduct of Caesarea   

 

 

 

 

 

該撒利亞體育館 

Caesarea 

Sta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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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該撒利亞，一邊沿海南下前往特拉維夫的

約帕 Joppa in Tel Aviv，這裡是以色列港口，停

泊 了 一 些 貨

船 ， 岸 邊 有

一 持 色 ， 就

是 轉 角 處 或

建 築 門 外 ，

擺 放 了 拿 破

倫的銅像，領隊說因為猶太人非常厭惡拿破崙，

因此把垃圾

桶做成拿破

崙銅像，把

垃圾丟進桶

裡，表示他

就是垃圾。 

回程一路欣賞地中海落日美景。夜宿耶路撒冷

Olive Tre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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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ronze statue of Napoleon was the trash 

can in Joppa Square 

拿 破 崙 銅

像 是 約 帕

廣 場 的 垃

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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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遊學團朝聖記述（六）陳培元 李鳳招 

馬撒大--- 堅固的重堡 MASADA        12/30 

      我們一路沿死海由北往南走，死海另一邊是

約旦摩押，左右兩邊是板塊相接的地點。隱基

底有水泉，在這裡有綠洲。以西結四十七:1 節

預言，海水會越來越多，將來死海會有魚。這

裡在海平線下

200 公尺，每降

100 米，氣溫就

下降 0.6 ℃。 

前往馬撒大途中 

這裡是海平線 

The horizon  

(on the way to 

Mas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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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遊在車上解說：進入猶大曠野，南乾北

潮，北邊有阿拉伯遊牧民族，住著貝都因牧羊

人，春夏有牧草，冬天乾旱，他們都住帳棚也

喜歡唱歌。貝都因人愛喝咖啡，習慣先烤生咖

啡豆然後才煮，他們也很好客，若款待貴賓只

給小半杯，表示歡迎下次再來。若是不喜歡的

人，他們就給滿杯，暗示客人不受歡迎，下次

就不要再來了，這是貝都因人的風俗

習慣。若上下切成四分， 1、3 區有

農業，也有畜牧，2、4 區潮濕是農

業區，是流奶與蜜之地。              

        來到死海，

便不能忽略巴勒

斯坦一個非常重

要的地方，那便

是死海西岸的馬

撒大。 

2 1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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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固的重堡 --- 馬撒大山頂 Masada Fortress                               

馬撒大山頂是一個平坦的高原，其形狀如船的

甲板，南北長近二千呎，東西寬約六百五十

呎，斷垣殘壁、疏疏落落地散在馬撒大高原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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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da cable car                                                             

因為希律王在死海

的馬撒大所蓋的皇

宮高高在山上。我

們是乘電纜車上去

馬撒大山頂的，有些遊客選擇走蜿蜒約九百公

尺的步道上到山

頂，我們從纜車窗

外看到一群背包

客，在彎曲細長、

又稱為蛇道的山路

上前進。 國外回來的猶太青年，圍著他們的老

師，很專心的聆

聽 MASADA 可

歌可泣、英勇的

歷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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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看到遠遠對面峭壁上，有三個工人身上

綁了安全的吊索，在烈日下往峭壁上慢慢敲

打，也不曉得他們在幹什麼。這時 Tim 說了一

個有趣的笑話：有一年香港來的朝聖團，當中

有位媽媽帶著一個小孩，看到峭壁上吊在半空

中的工人，在烈日下工作非常辛苦，這時她為

了要勉勵兒子，給他機會教育，便指著那些吊

著繩索在烈日下辛苦工作的人說：「孩子，你

要用功讀書，不然你長大以後，就會像那些人

一樣在烈日下做苦工。」原來那些在峭壁上的

工作者，並非勞工，他們是考古學家，正在挖

掘做研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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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撒大山頂遠眺一望無際的死海                

view of Dead Sea from Masada           

導遊帶領大

家沿著路

線，邊走邊

解說馬撒大

的歷史故

事：馬撒大

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山頭要塞，四周為懸崖峭

壁，使它孤聳於群環。由高約一千四百呎的馬

撒大高原，向

東俯視，死海

海岸清晰可

見；向西是猶

大曠野，一望

無垠的沙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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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座遺址高聳於黃土礫漠上，峭頂臺地風光

盡收眼底，如無歷史古蹟作為背景，將十分單

調。還好有馬撒大居高臨下，山腳的死海與沿

岸風情，非常遼闊，拍下的照片如明信片般美

麗。 

一九六三年及一九六四年的冬天，耶路

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教授雨果. 亞丁帶領一支國際

性的隊伍遠征馬撒大，將其遺蹟徹底地挖掘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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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 supply system 

built by the king 

希律王在此最宏偉

的工程是設計了一個供

水系統，試想當時人們

如何在這乾旱之地，推

著一塊塊巨大的建

築石材登上這高地? 

聽說每年從內陸的

山裡，總有兩、三

次洪水氾濫至馬撒

大，希律王便利用罕見的奇蹟-- 沙漠中曇花一

現的洪水，來建造供水工程。他利用馬撒大兩

邊底下的兩個乾河谷，來建築水庫，再利用吊

桶引水系統及牲畜將水運到山頭。當這沙漠裡

防禦工事遭受圍攻時，不但飲水能自給，且平

時還能供應洗澡及游泳等沙漠中奢華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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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最高層住

宅有四間鋪著

馬賽克地板和

壁畫的房間，

西南間的地板

花式跟澡堂是

義大利風格，

代表希律的工

匠是從義大利

找來的。Built 

by  Italian 

builders 

馬撒大有超過

一百五十萬立

方呎容積的貯

水庫，除了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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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上的貯水

池外，頂上

也挖了許多

大的貯水

池。有趣的

是，馬撒大

的貯水量竟多於耶路撒冷 的聖殿區。耶路撒冷

的水是供應數以千萬的朝聖者的；而馬撒大的

水卻只為希律王一人享用，這裡的水不但用以

供應浴室及游泳池，甚至用來灌溉。 

 

澡房及蒸氣室     

bath house 

and steam 

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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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律王過慣了羅馬的生活方式，乃於毗鄰

北宮處，建築一系列奢華的浴室，包括一間更

衣室，一間冷浴室、一間溫浴室及重級量的蒸

氣室。他利用裝置於牆外的火爐加熱後，將熱

氣壓入蒸氣室地下的空間，再經由二百多個基

柱，將熱氣導入室內，最後藉著壁管及天花板

上的煙囪，將熱氣擴散出去。沐浴的人穿著木

屐在室內走來走去，潑水在滾燙的地板上，大

量的蒸氣就會冒出來。 

希律王在馬撒大北部，形如船頭的地方， 

建造他富麗堂皇的北宮，這裡是他的休憩處及

隱居所。在北宮之南，他又建築一座莊嚴的西

宮，以處理國政及接待嘉賓。 

北宮建於階梯似的峭壁上，最高的宮殿建

在山巔上；在其下約六十五呎，建中間殿；再

下約四十呎，建最低層的宮殿。北宮實為一分

佈於不同平面的行宮，工程艱鉅，部屬們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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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餘力去滿足希律王的奢華享受。最低層的宮

殿，是為了鬆弛心靈而設計的，這是一個刻有

柱廊且植有許多奇花異草的涼台，其上有懸崖

峭壁遮蔭，且北風徐徐吹拂，使它成為馬撒大

最佳的避署地。 

中間台地的遺蹟是一個很有趣的建築物。

他們在崎嶇不平的岩石上，建造兩道同心圓

牆，這兩道圓牆，其實是兩道支撐屋頂的石柱

之根基。更有趣的是，一個有欄杆的太平梯，

它連接了三層宮殿，但在外面無法看到，因為

希律王生性多疑，故盡可能的隱匿行蹤。整座

宮殿就建在山上最偏僻、最難攀登的地方，以

保障他的安全。 

希律王為了接待嘉賓，處理國政及臣民謁

見，在山頂西方建第二座宮殿。它是馬撒大最

宏偉的建築物，佔地約三萬六千平方呎，內有

後宮、貯藏室、行政室及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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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挖掘出來的東西：他們在貯藏室

發現了數百個破碎的容器，一間倉庫貯藏一種

糧食、鍋及其他多種金屬，其餘的倉庫則貯藏

酒、油、麵粉、棗子、堅果、橄欖、鹽及乾果

等。 

挖掘出來的許多東西，証明了馬撒大的防

禦者，不需外援，就能抵禦長期的圍攻，而這

正是希律王建造這些倉庫的構想。那群宗教狂

熱者，為了糧食避免落入羅馬人手中，乃將貯

藏室燒毀，由許多容器毀損的情形，可以看出

它們是故意被人打碎的。 

防禦牆所構成的房間成了宗教狂熱者主要

的住所，在他們活動的高潮時，共計約四百多

家。他們把簡陋的房間整修一番，在牆上裝置

壁櫥，增加隔間，在地板上做泥爐，挖掘隊發

現這些房間比較完整無損，因為當宗教狂熱者

面對羅馬猛烈的突擊時，只顧著搗毀主要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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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物，而無暇破壞簡陋的住宅區。在這裡發現

許多衣服、石製量器、香水瓶、鍋盤、罐子、

陶土製的油燈、一把梳子和一個眼部的化妝

箱。 

防禦馬撒大的宗教狂熱者，是特別具有宗

教情操的一群人，他們承繼了整個猶太傳統的

主體 -- 即獻身於履行上帝的誡命。即使面臨艱

辛的游擊戰、羅馬的圍攻及外界敵對的環境，

他們仍堅定不移地遵行宗教儀式。 

依照猶太律法書妥拉之規定，他們為了維

持祭司及利未人的生活，而把酒另放一旁，且

做上「七」的記號，以表示這些酒是十分之一

的奉獻。祈禱時所用的頭巾，仍保存得很好，

且發現許多殘缺的卷軸，可知他們崇拜儀式之

多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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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色尼派是死海卷軸的作者，當他們的村

莊昆蘭被毀時，就加入宗教狂熱者的行列，且

帶來他們自己特殊的宗教作品，例如偽經中的

一卷安息日獻祭歌，就是在馬撒大防禦牆所構

成的房間裡發現的，經鑑定這卷書和在昆蘭所

發現的另一卷書完全一樣。 

在馬撒大發現了兩個專為舉行洗禮而製造

的水池，宗教狂熱者對傳統的宗教儀式忠心遵

奉的程度，實在令人驚訝！按照宗教律法之規

定，每一位猶太信徒都要定期的受洗禮以洗滌

罪。照猶太傳統的教義，洗禮所用的水，必須

是雨水或自然流入洗池的泉水。就宗教意義而

言，從遠處提來的水，被認為是「不潔淨」

的。這真使他們傷透腦筋，因為在曠野中蓄存

雨水談何容易，但他最後想出來的解決之道和

希律王一樣的富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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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做了三個水池，兩個大的及一個小

的。雨水存在一個大池裡，其餘兩個則裝滿從

希律王水庫裡弄來的「不潔淨」的水。受洗禮

的人，先在「不潔淨」的小池裡洗手腳，再進

入「不潔淨」的大池中，緊接著打開兩個連接

兩個大池的水槽，則潔淨的雨水就流入那個

「不潔淨」的大池中，就宗教意義而言，雨水

滌淨了那一大池水，而整個洗禮就合猶太律法

了。 

宗教狂熱者修改了很多希律王防禦牆所構

成的房間。在西邊有一房間，不但內部整個擴

大，且沿著牆壁用黏土做了許多長凳子，考古

隊起初並不清楚該房間的功用，直到在該房間

後面小室的地下發現了兩卷經典 -- 申命記及以

西結書，他們才明白原來這裡是一間會堂。因

為從古至今，猶太人一直承襲在會堂裡埋置經

典的習俗。 



81 
 

再加上該房間是朝東方的耶路撒冷而建，

更確定它是會堂，這是目前在以色列所發現的

最古老的會堂。在猶太人反抗羅馬的後期，這

間會堂是宗教狂熱者用來聚會、禱告及讀書的

地方，直到今天，仍未喪失其功用，許多男孩

子在這裡擁有一千九百年歷史的會堂舉行冠

禮。 

主後七十三年的春天，擁有一萬兵力的羅

馬第十軍團，鞭策著數千個在耶路撒冷陷落時

所擄獲的奴隸，橫越沙漠，去攻打馬撒大。他

們到達馬撒大時，立即在山腳下間隔地紮了八

個巨形的軍營，且建造一道約三哩長的圍牆來

連接這些軍營，如此就把馬撒大團團圍住了。

可是，經過三年都無法攻破此堅固城。 

羅馬將領佛雷比斯. 西巴知道圍攻存糧充足

的馬撒大收效甚微，乃改變戰略。他命令猶太

戰俘在距山頂最近的地方，建造一條長六百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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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砂石斜道，且拖來一個攻城台，裡面裝備了

許多彈拏、弓箭手及一根巨大的破城鎚，利用

此斜道，向馬撒大展開最後的突擊。 

在靠近西邊

城門，羅馬

軍最後突破

的地方，可

以看到一堆

數百個柚子

般大小的圓石，就是羅馬軍集中火力在斜道上

頭的牆的一個定點。由這些石頭可以看出羅馬

軍最後一次的攻擊，是如何地兇猛。 

主後六十六年，猶太的愛國英雄、宗教狂

熱者七年來佔領馬撒大作為反抗羅馬的基地。

主後七十三年，羅馬軍隊攻到此處，找到攻擊

此城的弱點開始進行圍攻，羅馬軍把高九十呎

攻擊台、拉到西邊城門的正對面，藉發射石彈



83 
 

及飛鑣之掩護，羅馬軍抬著破城鎚，重重地擊

打城牆。宗教狂熱者向攻擊者投擲大石頭，但

徒勞無功，終於面臨他們最後的一役。 

      當天晚上，他們以抽籤的方式，由十人中其

中的一人把另九人殺死，如此一輪一輪的殺， 

至當晚城牆被攻陷時，已沒有剩下的人淪為羅

馬人的奴隸了，只留下二個老婦及二個小孩。 

     發現這九百六十名宗教狂熱者悲壯集體自

殺，羅馬軍起初還以為他們是因糧盡援絕之

故，後來在貯藏室發現希律王為他們儲存的糧

食能維持三、四十年。在猶太歷史中記載了他

們不承認此戰役是戰敗。 

幾千年前猶太人就是從這

裡眺望山下的羅馬軍團 

viewing the Roman army 

from the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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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撒大在猶太歷史中是一個悲劇，象徵猶太

人寧死不屈的精神，這裡除了猶太人和羅馬帝

國對抗的歷史古跡，也是人類歷史中獨裁統治

者及依仗堅城壁壘者的悲劇，由今天遺留下來

的斷牆殘垣中仍能看到當日這個要塞的固若金

湯。每當有以色列新兵立下誓言時，他們都會

宣告馬撒大永不會淪陷 (Masada Shall Not Fall 

Again) 。想到昔日士氣如虹守衛「馬撒大將永

不陷落」的信心，到最後馬撒大被攻陷，守護

者以自己的血洗滌了這個堡壘，不禁令人心

悸，嘆世上不僅沒有永不陷落的堡壘，也沒有

永存的城邑。祈望馬撒大的悲劇永不再重演。 

       馬撒大在沙漠中翹首挺立的城堡，留下一頁

悲壯的猶太歷史，也成為以色列軍人的精神象

徵。 

      感謝導遊張牧師及領隊 Tim 一路詳細講解，

使我們對猶大曠野這段感人的歷史有更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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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和領受。接著下午在人民飯堂吃過午飯

後，便坐車前往昆蘭，是發現死海古卷聞名的

地方。 

 

昆蘭(庫穆蘭) Qumran, where The Dead Sea 

Scrolls were discovered   死海古卷  愛色尼派 

死海之

聞名於世，

多半是因死

海卷軸的出

現，而死海

卷軸是現代

宗教與學術界學者必到之處。昆蘭谷在荒涼的

猶大曠野裡，顯得深邃而孤絕，因此處面向死

海，長年經風沙侵蝕，而形成許多山洞。在山

岩的峭壁上，可以看到一處處的黑洞，那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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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死海卷軸的兩千年的秘密。在此荒涼的猶

大曠野裡，開設了一間相當具規模的保養品公

司，陳列了各式名牌保養品，價錢不菲，有不

少遊客在此購買。 

 昆蘭公園 Qumran Park    

昆蘭公園是由逃避羅馬政權，隱居在此的

修士所建造，他們被稱為愛色尼派，生活非常

簡樸，一

切生活自

給自足，

主要從事

陶瓷製作

和抄寫經

卷。直到主前一百年，羅馬人要殺戮猶太人，

他們為了逃避羅馬人的殺害，就離開了這個社

區，把帶不走的這些經卷，放在陶瓷罐裡，藏

在山洞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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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七年，一位名叫穆罕默德. 艾迪的牧

羊人，在死海西岸尋找一隻迷失的山羊時，發

現了有名的死海卷軸，這是二十世紀偉大的發

現。當他正四處

尋找迷失的山

羊，以為羊在山

洞裡，隨手丟了

一塊石頭到山丘

上的窟窿裡，竟傳出

器物碎聲，他以為洞

穴裡住著精靈鬼怪，

嚇得掉頭就跑。 

 

後面的山有許多山

洞，聖經古卷就藏

在洞穴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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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他找來堂兄壯膽，一起進入洞穴，他

們找到了八個陶土的罈子，有幾個罈子上面仍

有蓋子，他們很高興地帶出洞穴，(陶器能防潮)

希望能在罈子裡面發現黃金，結果使他們大失

所望，他們只發現了七捆皮革，上面寫著他們

完全看不懂的字。 

有一天，那位牧羊人帶著他奇怪的發現

物，去找一位名叫哈里. 康多的敘利亞基督徒。

哈里. 康多買下那些卷軸，並帶了其中四卷去給

耶路撒冷的大主教看。大主教認出那四捆卷

軸，是以古老的希伯來文書寫的，立刻買下那

四捆卷軸。 

一九四九年，大主教認定那些卷軸有極高

的價值，就將那些卷軸帶去美國，以二十五萬

美金賣給雨果.亞丁教授。亞丁教授又將那些卷

軸帶回以色列，亞丁的父親蘇凱尼克教授亦在

伯利恆以高價購得另外三捆卷軸。目前那些卷



89 
 

軸均存放於耶路撒冷的聖書博物院。死海卷軸

中最著名的是寬一呎，長二十四呎的以賽亞

書。 

後來世界各地及以色列的考古學家及聖經

學者，更確定了死海卷軸的價值。他們著手挖

掘死海西岸，在三十幾個洞穴裡，發現了九百

多塊卷軸殘片。在第四號洞穴理，找出最多原

稿。大部分的經典都是寫在皮革及草紙上，只

有兩卷刻在銅片上。根據約瑟夫及皮里紐的判

斷，死海卷軸的作者是愛色尼人，而愛色尼人

是居住於昆蘭的一個教派。 

哈斯摩尼時期的宗教混亂，不僅導致撒都

該人(政治領袖) 

與法利賽人(宗教

領袖) 間極大的內

訌，同時也造成

希臘人與傳統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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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人之間的裂痕。此外，由國內的團體還可分

出許多較小的集團與宗派。小教派中的一支，

因在死海以北，昆蘭遺址的附近洞穴發現了許

多有關文件，而著稱於世。有一段時期，此地

渺無人煙，但待風波平息後，原先居住在昆蘭

的人馬，再度定居於此。 

在昆蘭附近的洞穴中，曾發現數百塊蒲紙

殘篇，包括在第一號洞穴內首次尋獲的七捆卷

軸。由於一九四七年這些文件的發現，此派及

其活動才引起學術界的注意。文件之一，即一

般所說的「撒督文件」(大馬色文件) ，聞名已數

代之久。一八九六年至一八九七年，在開羅以

斯拉會堂，舊約經卷儲藏室曾尋獲其抄本。可

是，唯獨在昆蘭搜得的，能貫串前後文。 

由這些文件中，我們可以了解一個由祭

司、利未人與平信徒所領導的組織嚴密的宗教

社會。祭司的地位來自撒督之家---大衛時代祭



91 
 

司之家。死海教派唾棄哈斯摩尼王朝的「新

貴」祭司們，也同樣否認耶路撒冷的聖殿，期

待未來必有一更潔淨的殿宇。 

昆蘭遺跡雖小，居然有十個浸禮池

(Mikveh) ，浸禮池並不是日常生活中用來洗

澡，而是讓猶太人可以符合傳統，達到宗教上

的潔淨。考古人員認為最合理的推測是曾經有

個社群住在這裡，而最可能是愛色尼派的猶太

人，因為只有抄寫聖經的他們會常常需要達到

宗教上的潔淨，而且他們每天要洗澡 2 次。 

昆蘭有十個

洗禮池   

Baptismal 

pool in 

Qumr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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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特色

是：他們每晚

一起吃保持完

全肅靜的晚

餐。根據約瑟

夫的記載，他

們潔淨身體之後，進入食堂好像進入聖殿一

般。他們安靜地坐下，廚師只會上一道菜，飯

前飯後都要謝飯禱告和讚美神，如果有肉的話

需要由祭司帶領禱告。 

他們採用一套和其餘的猶太系統迥別的曆

法，將自己與別人永遠隔開。別人工作時，他

們守聖日，別人守聖日時，他們卻在工作。構

成此團體的主要成員，必須經過一段時期的考

驗，並將財物交與監督掌管。男性成員共同用

餐，並按階級高下入座，但是座位的次序，每

年均會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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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文件的記載，可窺知此團體的教義，他

們相信他們自己是「上帝的選民」，凡未被揀

選者必定永遠滅亡。至於揀選與否，是上帝早

已預定的，不能輕於變更。他們也深信世界的

末日近了，其著作中包括一書卷，描述光明之

子 (此派的人) 與黑暗之子的戰爭，結局自然是

光明獲勝。究竟這卷戰爭手冊是代表為作戰而

實施的訓練，或僅是出於啟士的玄思，仍在爭

論中。為符合此派崇高的教義，他們特別強調

聖經中滿足其心靈需求的經卷，如以賽亞書，

詩篇和小先知書等。無論如何，他們總是徵諸

當代的事件，來闡釋這些經文的涵意。由於注

解中的暗喻甚隱蔽，使現代的學者無法澄清其

歷史背景。 

「感恩詩」為此派的文件之一，是其成員

著作的集成。詩中的教義，採用正統聖詩的語

體。此外，這些文件包括了兩卷銅卷軸，卷軸



94 
 

中列有傳說中隱藏在耶路撒冷附近、猶太沙漠

與其餘各處的寶藏。卷軸中所說的寶藏究竟是

指真正的寶藏，抑或出於幻想，至今仍在臆測

中。 

陶土瓦器能防潮  ↓clay pottery 

關於此派

興起的歷

史背景，

異常模

糊。昆蘭的挖掘，証實在約瑟許爾堪時代 (主前

135 - 104 年) ，已經有移民了。顯然，此派和

國內其餘的人分離，是在哈斯摩尼時期。「邪

惡的祭司」可能影射西門或其子約翰 (前者可能

性較大) 。或許是大祭司階層與當時的政權，驅

使昆蘭教派自世俗隱遁。這樣直至希律時代，

他因客居異地，自然關懷與自已處境相同的

人，鼓勵他們定居於耶路撒冷。他們似乎於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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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之子亞基老在位 (主前四年至主後六年) 時重

返昆蘭，留駐於此「敬虔的要塞」中，直至為

羅馬人所毀。這些羅馬人自然無法區分猶太人

的各種派別。 

死海古卷館 Dead Sea Scrolls Museum          

外形設計按照古卷瓦罐的形狀，館內收藏了昆

蘭洞穴發現的手抄古卷，因在地中海附近發現

的而命名死海古卷，亦即全球最古老的聖經抄

本，經考古驗定約為公元前三世紀至一世紀抄

寫而成，內容分為三個範疇，分別為聖經手

稿、宗派手稿和經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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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出土於 1947 年，古卷主要是抄寫於羊

皮紙上，部分是蒲草紙，主要是以希伯來文為

主，當中也存希臘文、亞蘭文和拉丁文。近

200 卷的書卷涵括「舊約聖經」的每一卷書，

大部分手抄本只是若干殘篇，內容不及聖經的

十分之一。最多的是詩篇，共 36 份，申命記

29 份和以賽亞 21 份。這幾卷書也是基督教常

引用的經文。除了舊約以斯帖記以外的＜舊約

全書＞，全部內容都能在死海古卷找到，其中

最完整的是「以賽亞書」。此外也有不屬於聖

經的旁經和偽經的文獻。古卷主要是羊皮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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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是紙紗草紙，抄寫的文字以希臘文為主，

當中也有少數亞蘭文和拉丁文。 

     以色列博物館建於 1965 年，收藏了很多以

色列建國以來的遺跡，此館歷史十分詳細的紀

錄了以色列一百多年的歷史。死海古卷館往前

走，右邊是第二聖殿模型展示區。耶路撒冷第

二聖殿是歷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公元 66 年，耶

路撒冷爆發大起義，城市被羅馬軍隊鎮壓。這

個佔地一英畝的模型展示了古城鼎盛 (高峰) 時

期的樣式呈獻。其建築都由耶路撒冷的石材建

造而成。 

耶路撒冷聖地的第二聖殿模型是１.50 比例模

型，展示了古城鼎盛時期的樣式。Model of 

the Second 

Temple of the 

Holy Land in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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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樓       Marco Tower in Mount Zion       

遊罷博物館

就前往於錫

安山的馬可

樓，馬可樓

拉丁文原意

為飯堂，是

耶穌與門徒

享用逾越節最後晚餐的地點，於此建立了聖餐

崇拜的禮儀。耶穌復活後，在同一個樓房向門

徒顯現兩次，也在此樓房中，眾門徒領受了聖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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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所見的馬可樓房間，為十字軍所建。但到

了十五世紀伊斯蘭教徒將它改為清真寺，並且

禁止基督徒和猶太人進入共五百年之久。這裡

是新約中許多事件的發生地點：最後的晚餐；

耶穌為門徒洗腳；耶穌復活後顯現；耶穌升天

後，門徒在此聚集禱告；選出馬提亞為使徒。

這裡也是五旬節聖靈傾注在門徒身上得力量說

方言的恩賜，向別人傳福音的地方。這個地點

的紀念性質比較高，因為這裡能追溯到 12 世紀

的十字軍時期，十字軍決定這裡為最後晚餐樓

時並沒有考古依據。如今進到這房間，看見一

團團旅遊團進出，聽導遊解說歷史故事。這裡

是個觀光景點，並不是當年的馬可樓了。  

馬可樓己改

建為歌德式  

The Gothic 

style Marco 

Towe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80%E5%90%8E%E7%9A%84%E6%99%9A%E9%A4%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4%97%E8%85%B3%E7%A6%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5%8D%87%E5%A4%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5%8D%87%E5%A4%A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BF%E5%BE%92%E9%A6%AC%E6%8F%90%E4%BA%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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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文西最後晚餐圖  The Last Supper                 

最後晚餐：耶穌的受難並不是意外  (約翰福音十

三章) 。「最後晚餐」所指的是耶穌和門徒吃的

逾越節晚餐。當晚耶穌就在客西馬尼園被捕。

因為猶太人要過逾越節，怕群眾暴亂，所以馬

上把耶穌處決了。 

耶穌說：「我很願意在受害以先和你們

吃這逾越節的筵席。我告訴你們，我不再吃這

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國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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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飯前耶穌做了一件老師不會為學生

做的事，耶穌說：「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然後耶穌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

條手巾束腰，為門徒一個一個洗腳。然後教導

他們要彼此相愛，因為連主人都幫僕人洗腳，

那僕人之間難道不能彼此服事嗎？耶穌總是要

我們彼此成全，不要相爭，這是耶穌離世前最

在乎的一件事。耶穌說：「你們裡頭為大的，

倒要像年幼的；為首領的，倒要像服事人

的。」 

所以耶穌在最後晚餐時說：「這是我的

身體，為你們捨的」，然後又拿起杯來說：

「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約，是為你們流出來

的」。這是逾越節晚餐 (Seder) 中猶太人吃的餅

以及喝的第三杯酒 — 救贖之杯，也成為基督徒

擘餅領聖餐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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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在他準備受難以前，再次叮嚀跟隨他

的門徒們：「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

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

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

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為什麼要挑在逾越節

受難？因為上帝預備救恩早就看到這一幕的發

生，所以不只是神先設立了逾越節、以及過節

的方式，神還讓祂的愛子按照劇本演出，甚至

先知們在耶穌遇害前至少 500 年前已經透露了

「劇情」，這也是為什麼包含耶穌在世時有那

麼多猶太人認出耶穌就是那位彌賽亞。逾越節

的羔羊必須是無殘疾的一歲公羊，基督自己就

成了逾越節的羔羊。 

     有天主教會人士想申請每週日在馬可樓舉行

望彌撒禮拜。可是對於猶太人來說，他們不想

要有任何變動，他們要「維持現狀」。畢竟他

們心中的聖地 — 大衛陵就在正下方，他們認為

如果每週都有聚會，最後晚餐樓就會變成教

會，那猶太人就不能在樓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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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塚  King David’s Tomb 

從馬可樓左邊出

來，可以進到大衛

塚，大衛塚是猶太

人朝聖的地方。但

大衛塚並不是大衛

埋葬的地方，因列王紀下二章十節記載，大衛

葬於大衛城。大衛塚的地點只可以追溯至十字

軍時期。因十字軍誤以為今天的錫安山就是昔

日聖經所說的大衛城。   

 

花園塚  Garden Tomb 

下一站就

是今天的

重點：花

園塚。花

園塚據說

是英國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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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查理士哥頓 (Charles Gordon) 在 1883 年發

現的墓園。某天在好友兼美國殖民區創建人

Horatio and Anna Spafford 的家往北觀望，看

到那如頭顱形狀的石崖，加上山丘旁的花園

內，的確有第一世紀遺留下來的猶太人墳墓，

原為只葬過一個人的新墳墓。至於山丘前的那

片空地，仍然是人來人往的十字路口，跟羅馬

人一貫將罪犯用十字架釘於繁盛地點的慣例吻

合。 

花園塚守聖餐 Holy communion in the 

Garden Tomb 

在耶路撒

冷，花園塚

的花園是屬

基督教的唯

一聖地，它

位於耶路撒

冷古城旁邊的一個石掘墓。花園塚於 1867 年被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E8%80%81%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E8%80%81%E5%9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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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一些基督徒認為是耶穌埋葬和復活之

地 。 

Where Jesus was buried and resurrected 

    

 

 

 

儘管以色

列考古學

家 Gabriel 

Barkay 認

為這一墓

穴是公元

前 8－7 世

紀的，不太可能是耶穌的墓穴。但在古代，重

新使用舊墓穴是常見的。花園塚靠近一個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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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自 19 世紀中期這一懸崖就被一些學者認為

是耶穌受難的各各他山。但至少自公元 4 世

紀，傳統上認為耶穌埋葬和復活的地方是今天

古城內聖墓教堂所在的地方。 進去埋葬耶穌的

洞穴，面積不大，地上有塊停屍的石板，洞口

木門上寫著：「祂不在這裡，祂已經復活了」

( 路廾四：6)。復活的基督從墳墓裡起來了！基

督已經復活了…基督將會再來…哈利路亞！復活

了的基督從墳墓裡復活了！ 

 自 1894 年以來，花園塚花園由屬於英國非宗

教派的花園塚協會（耶路撒冷）來維護，用來

方便基督徒敬拜和禱告。花園塚墓地成為基督

徒朝聖者，特別是福音派和其他基督教徒，非

常受歡迎的景點；我們在此旁邊的人造山洞裡

舉行聖餐，事前聯絡好當局負責人準備好餅

杯。杯子是橄欖木雕的小杯子，由馮津牧師主

持聖餐。這裡的屬靈氣氛很好，大家在此敬虔

靜默禱告，獻上敬拜和感恩的祭，聖餐後小橄

欖杯則送給大家作記念。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0%84%E4%BB%96%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5%A2%93%E6%95%99%E5%A0%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6%8F%E9%9F%B3%E6%B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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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遊客排隊進入觀看空的墳                 

Tourists entering the empty tomb 

很多基督徒

到聖地之

旅，都非常

喜歡來到此

處，是一個

適合默想和

禱告記念耶穌被埋葬與復活的地方。目前的維

護管理人員皆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歐美基督徒。 

各各他又叫骷髏地   Cal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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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遠處看真有點像骷髏的頭，兩個洞就像眼

睛。此地乃是羅馬統治以色列時期耶路撒冷城

郊之山，據《聖經·新約全書》中的四福音書

（如馬太福音 27:33、約翰福音 19:17）記載，

耶穌基督曾被釘在各各他山上的十字架。多年

來，「各各他

山」這個名稱

和十字架，一

直是耶穌基督

受難的標誌。 

 

聖殿學院   Temple Institut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4%84%E5%85%A8%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7%A6%8F%E9%9F%B3%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9B%E7%A6%8F%E9%9F%B3%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5%A4%AA%E7%A6%8F%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4%E7%BF%B0%E7%A6%8F%E9%9F%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5%9F%BA%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1%E5%AD%97%E6%9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5%9F%BA%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5%9F%BA%E7%9D%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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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學院 : 花園塚出來

還有時間，Tim 臨時

安排去參觀在耶路撒

冷舊城的「聖殿學

院」，是一座很小的

建築，裡面琳琅滿目 

     ↑金燈臺、金子包

的基路伯   Golden 

lampstands and 

golden cherubim                             

 

祭司獻祭 ↑           

priest sacrifice 

 

                  聖殿學院門口       

at the ent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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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擺滿了建造聖殿的

模型。Model of the 

church                 

有一位學院的負責人

對大家解說：「建造

聖殿的模型都是按照

聖經所記載神指示的

做好了；還有所需要

的建材和裡面的裝飾都貼上金子，有金子包裹

的基路伯、還有聖殿的器物銅牛、金燈臺等

等，只等待神下達旨意要以色列再重建聖殿，

他們就可

以馬上動

手建造。 

 

 

解說員向馮津牧師及團員解說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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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完聖殿學

院是自由活

動，我們就在

耶路撒冷舊城

遊走。因此地

是敏感區，阿拉伯人與以

色列人都有。看到街上有

不少年青的男女軍警在街

上巡邏，以色列男女都要

當兵，以維護國家安全。 

大馬士革門                    

Damascus 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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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舊城共有八個門， 領隊帶領我們從大

馬士革門進去，門口旅客熙來攘往，就在那裡

到處可以看到賣阿拉伯大餅的餐館，非常方

便，喜歡吃烤肉的人， 是值得在此一試，價廉

物美可以解決一餐啊！            

我們走進了大馬士革門 ，這座我們已經久

仰多年的聖城之門，瀰漫着阿拉伯古色古香氣

氛的舊城城門……耶路撒冷最老最大的大馬士革

門。一進門就是穆斯林的商業區，這裡是巴勒

斯坦人的地盤。 

大馬士

革是叙

利亞的

首都，

是一座

有着 4000 多年歷史的美麗城市，有「人間花

園，地上天堂」之美譽。千百年来，大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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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被譽為是一座「天國裡的城市」，有不少

的史學家認為大馬士革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的

城市。 

   即便是

在这條狹

窄的舊城

古道商業

街上，也

是遍佈着

滄桑的古跡和輝煌的古

建築，走在城内的大街

小巷，不由不讓人有一

種震撼的滄桑感。一切

的一切彷彿是在夢中一

般。    我們走在熙熙攘

攘的街道上，走在猶太

教、基督教、伊斯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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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大教派所

共同擁有的聖

地上，走在舊

城那狭窄的街

道上，我脚下

的路是石灰岩

塊的路面和石

階，經過千百

年的風吹日曬，人們足跡踐踏，都已經被歲月

打磨得光滑照人。 

這一帶是猶太區，舊

城劃分為四個區；猶太

區、基督徒區，穆斯林區

和亞美尼亞區。亞美尼亞

區是舊城四個區中最小的

一個。雖然亞美尼亞人也

是基督徒，但是亞美尼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7%BE%8E%E5%B0%BC%E4%BA%9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BE%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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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與基督徒區是分開的。這些小巷就顯得清靜

多了。 

 每星期五下午是安息日的開始，是半天工作

日，猶太家庭都設有家庭祭壇，父親下班後一

定回家與家人共進晚餐，父親會帶領家人讀一

段聖經，教導孩 子遵守律法。                                         

    我進到猶太人商店，內裡陳列的商品較阿拉

伯人商店高檔，我買了一張希伯來音樂的 C D

作為留念。               

 夜宿耶路撒冷 Olive Tree Hotel 

商店街角值班的

男女軍警   

police on duty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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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             李梅筱敏  

  

「這是天父世界」是一首我唱了五十多年

的經典聖詩，由小學到現在，它美妙的旋律及

簡潔的歌詞常常縈繞在我的腦際。認識我的弟

兄姊妹們都知道我熱愛旅遊，亦愛親自編排行

程，務求自己及團友可以按個人喜好充份享受

「天父世界」的創造奇功。由於大部份的家人



117 
 

已在去年年底打了 3 針抗新冠肺炎疫苗，我在

年初便開始籌備北歐波羅的海 (Baltic Sea) 的郵

輪假期，帶領著四代同堂由一歲到八十多歲一

行十六人 (包括丈夫與我、我的媽媽、妹妹和女

兒、我的女兒一家及親家和他們的兩個兒子全

家) 於今年七月暢遊瑞典 (Sweden)、拉脫維亞 

(Latvia)、愛沙尼亞 (Estonia)、芬蘭 (Finland) 

及丹麥 (Denmark) 的多個城市。 

 

這是天父世界，我們側耳要聽， 

三月初，多次從不同

的渠道聽到聲音告訴

我是時候在「閉關」

兩年後，趁大家仍

「行得走得」，就要

和家人一起旅遊，在

天父世界的遙遠一角

享受天倫之樂。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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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疫情仍然嚴峻，我卻能夠以極低的飛行哩

數換取直航來回多倫多及北歐的商務機位，讓

媽媽可平躺著舒適地飛行。 

 

宇宙唱歌四圍響應，星辰作樂同聲。 

唱得最多的歌曲就是兒歌，讓 14 個月大的孫女

兒可以隨時隨處睡覺，飛機未啟航她已在自己

的飛機座椅熟睡。到達第一站瑞典的首都斯德

哥爾摩 (Stockholm)，迎接我們的就是酒店露

台望見

的全美

夜景，

市政大

樓矗立

於星空

下的港

灣。                    Stockholm City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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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甯；  

媽媽不想一人住船上的一個房間，怕沒有人照

顧不方便，所以我們選擇了船尾有兩個房間的

套房，無論在近百呎的寬大露台或客廳靈修，

都可以靜靜的與主相連 ，媽媽的心也滿有安

甯。           2-bedroom Grand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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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花草，蒼天碧海，萬物主手造成。 

除了郵輪，我們在拉脫維亞的首都里加 (Riga) 

租賃了一艘 16 座位的小船，在海港及運河遊

覽。水天一色，繁花似錦，十分美麗。            

Riga Canal Cr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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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女兒在哥本哈根亦租了兩艘可供八人乘

坐，需要自己駕駛的電動 GoBoat， 年青的一

輩及 Brian (看圖可見他如何用右手掌舵) 得以輪

流體驗作為舵手的難處，在狹窄的小橋下經過

殊不容

易！ 

 

Self-

driven 

GoBo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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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小鳥讚美歌聲， 

到了斯德哥爾摩的

翌日，天朗氣清，

我們一行人到了一

個兒童遊樂設施，

名叫朱尼巴肯 

(Junibacken)，聽

到小鳥唱歌，乘坐

「故事火車」，觀

看兒童短劇，在戶

外盡情嬉戲，品嚐

瑞典美

食，令

我們眼

界大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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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明亮，好花美麗，同頌造物功深。 

在北歐，單車

是一般人的主

要交通工具。

女兒在哥本哈

根亦租了幾部

單車，有幾小

時踏單車的愉

快時刻。途經

皇家圖書館，

鮮花滿佈，令

人心曠

神怡。 

Family 

biking 

in 

Copen-

ha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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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千， 

Celebrating our 35th anniversary on board 

 

Brian 與我在船上慶祝結婚 35 週年。感謝主讓

我們在主愛中建立了一個基督化的家庭，親

家、女兒及女婿都愛神愛人，更為我們在船上

舉行了一個感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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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吹之草，將祂表現，天父充滿世間。 

在這個風雨

飄搖的世

代，三十多

年來仍能扶

老攜幼數度

同遊北歐，

印證了神無限的愛及眷顧！ 

1984 

20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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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惡雖然好像

得勝，天父卻仍掌管。 

今次北歐之旅可以成行，實非容易！除了不斷

禱告，祈求神賜健康予大大小小一行十六人，

讓每個人在上船前兩天都得到新冠肺炎的陰性

檢測報告，更要在成行前兩星期 SAS 航空公司

宣佈機師罷工前讓我有智慧及敏銳的觀察力，

再掏腰包用比原本機票貴兩倍多的金額替全組

人買了由多倫多飛哥本哈根的直航機票作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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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計劃，加上由哥本哈根到斯德哥爾摩的五個

多小時的火車票，由原本八小時的航程變成廿

多小時的極度舟車勞頓。媽媽最辛苦，但女婿

們卻最開心，可以乘坐歐洲的跨國火車，小小

孫女兒下火車時都笑到合不攏嘴！幸好一家大

小都平安無事，順利登船。深深感謝神掌管一

切，讓我們在逼在眉睫的困難中渡過重重險

阻，成功到達目的地。 

 

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憂傷 

持續半年的俄烏戰爭，令人憂傷！在里加

（Riga），在塔林（Tallinn），我們也從博物

館的展覽知道俄國在拉脫維亞 (Latvia)及愛沙尼

亞 (Estonia) 前前後後數百年的强佔與統治。慶

幸這兩國已經獨立，曾經憂傷的靈、殘破的國

終於重建，在天父的世界裏綻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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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 of the Blackheads, Riga 

 

 

Riga Cathedral & River Daug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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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linn Old Town 

上主是王，天地同唱，歌聲充滿萬方  

 

外表像一堆石頭的

芬蘭赫爾辛基岩石

教堂 (Rock Church 

in Helsinki, 

Finland) ，所在地

原是一整塊大岩

石，為了保留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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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整性，故從原處往下爆石挖鑿，沒有一般

教堂的塔頂和鐘樓。主祭壇旁的管風琴由 3001

根管子組成、像嵌進岩壁般的融為一體。  

 

 

The Interior of the Rock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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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岩石教堂互相呼應，譜出美妙之歌的景點乃

是不遠處的西貝流士紀念碑 (Sibelius 

Monument) 及旁邊西貝流士的面部雕像。那是

為紀念著名「芬蘭頌」(Finlandia) 的作者西貝

流士而鑄造的。雕塑是由超過 600 支空心鐵管

焊成波浪的形狀，以示作曲家的音樂激情。 

 

 

 

 

 

 

經過兩星期的海陸旅行，加上大女兒精心安排

的無瑕日程，我們切實感受到造物主創造這個

世界的偉大！盼望在有生之年可以更徹底更盡

情的望向世界，融進世界，在主的國度裏為主

作工！阿們！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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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李梅筱敏 
 

五月底收到了陳長老的聖地遊學團朝聖記述，

讀後深被震撼，靈光一閃，自然地哼出這是天

父世界這首歌，也就是「麥穗」今期的主題。

弟兄姊妹們踏上信心之路，在患病、困難、苦

痛、讚嘆、感恩等五味雜陳的人生經歷中看到

天父世界光明美麗。因著神給我奇異的恩

典，比天上的飛鳥、野地的花朵更加貴重的我，

可以讚美主，榮耀主，成為神創造世界的一部

分，讓我切切的感受到作為基督徒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美！今期有數篇國語堂姊妹的分享，叫

我知道儘管所說所讀的語言不同，只要我們在

一個教會裡，相信一個上帝，就能夠團結起來，

全心全意地事奉！ 

 
然而我們只有一位神，就是父，萬物都本於他；我們也

歸於他 ─ 並有一位主，就是耶穌基督，萬物都是藉著

他有的；我們也是藉著他有的。(哥林多前書 8 章 6 節) 

編輯部 

李梅筱敏 (主編)  梁廖靜恩 

潘展强     梁漢檠 

陳培元   Wing K. Lam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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