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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Note        Marina Lee 
 

Jesus Christ lived on earth for 33 years.  Markham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has also stood in the land of Markham 

for 33 years amidst countless storms and hardship. 

Although Jesus Christ spent most of his life in poverty and 

suffering, He lived a holy life with His disciples and 

promised eternal life to those who believe in Him. He 

performed miracles, just like this publication of "The Seed", 

as only two articles were received one week before the 

deadline. Miraculously, after an urgent invitation from our 

co-editor Agnes, numerous articles with rich contents, 

precious pictures and memorable text flew in like 

snowflakes. This miracle proves that God provides and that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Markham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can strongly unite to build up and support each 

other in response to the Lord's 33 years of joy and peace, as 

well as His abundant grace and blessings to His children. 

 

“You grant them peace from days of trouble … 

When anxiety was great within me, your 

consolation brought me joy.”  (Psalm 94:13…19)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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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God! Pastor Lawrence Leung 

  

 
I thank God for His MERCY to me this year.  He is a 
merciful God.  It has two parts, which happened 
last year but extended to this year.  Part one is 
about the ministry here in MCPC.  Last year was a 
difficult year.  The English pastor left in July.  I 
thank the Heavenly Father for a good leadership 
team that we have our faithful pastors, elders and 
managers to share the work.  Our English sisters 
and brothers were considerate.  Their welcoming 
attitude warmed me.  It was encouraging for me 
to continue to run the race that God has given 
me.  I learned from their friendly acceptance of 
people who are different from them like me.  And 
I feel we are in God's family.  I have more time to 
get along with them and know them better.  And 
as time goes by, the relationship builds up and my 
love for them increases too.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the opportunity to learn from our English- 
speaking sisters and brothers.  They are faithful 
and genuine in loving God. 
  

Part two is about my family of origin.  Last year my 
oldest sister and my brother-in-law in Hong Kong 
were to be with The Lord in March and June 
respectively.  I could not go back to HK to say 
goodbye to them because of COVID.  It hur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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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hard.  It was not easy to accept losing two 
loved ones in a short time.  Lots of old memories 
popped up...their voices and faces...  I thank God 
for His mercy that Jesus' salvific love promises that 
we will meet again in heaven.  This did comfort 
and strengthen me.  It lasted as an aftermath that 
since my oldest sister passed away, the remaining 
five siblings began to have Zoom meetings every 
Sunday night (our Eastern Standard Time).  We live 
in different places but we can see each other on 
Zoom.  We chat about everything without hiding 
any of our feelings, thoughts and perspectives.  It's 
totally relaxing.  Though I am usually out of energy 
on Sunday nights, I really enjoy the moment and 
chat until midnight.  I thank God that He let me 
born in such a wonderful family with loving 
siblings.  As a whole for the year, I thank God and 
learn the lesson that: "God has MERCY to me 
through people."  Glory be to God!  Amen. 
  

I'm glad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myself because 
you are my family members in God's house.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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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連結於長老會       余林素娟 

 

五十多年前當我踏足多城時，住在朋友家中。

她是安息日會的信徒，我每星期六參加她教會

的崇拜，非常不習慣。幾個月後有同學前來定

居，一同尋找教會，認為多倫多長老會與我們

本來教會敬拜的程序最接近，於是決定了在此

聚會。 
 

 

一九七九年母會在士加堡設立東區分堂，並於

一九八九年在萬錦市成立現在的麥恆中華基督

教長老會，一班弟兄姐妹集體轉會，在神的家

中，相親相愛，互相扶持，齊心合力，同心合

意地敬拜神，事奉主，傳主福音，造就門徒，

建立教會。 轉眼已是三十三載！ 

 

謹藉以下拙詩一首，訴說心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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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在麥恆長老會, 

繫已三十三載深, 

連合主基督元首, 

結盟聖靈牽手行, 

於情彼此共相愛, 

長守真理榮耀神, 

老隨堅持聖言訓, 

會眾獻上事奉心！ 
 

各位主內親愛的弟兄姐妹們，主耶穌回來的日

子近了，莊稼已經熟了，就讓我們繼續為主作

工，傳揚救恩，關顧社區與鄰舍，在這彎曲悖

謬的末世時代，為主收割，為主發光，發熱，

成為明亮的燈台，讓真光照亮這黑暗的世界，

榮神益人！阿們！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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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存感恩                   梁廖靜恩 

 

     

自 1989 年，麥恆中華基督教長老會便已

矗立在麥恆區。這 33 年間，我們的教會成為一

個燈臺， 傳揚真光，領人歸主。凡信靠主耶穌

基督的人，都得到主裏的平安喜樂，生命發出

光彩。 

 

   我特別感謝神帶領我的父母在移民多倫多

後， 就來到這個屬靈的大家庭。這些年間，無

論教會遇到多少風風雨雨， 他們都順服上帝的

安排，一直留守在這個家裏， 與教會一同見證

上主的信實和慈愛。 

 

   囘想當年在香港，我們四兄弟姊妹童年

時，爸媽忙於家庭，工作，只有在星期天才帶

我們囘到教會崇拜。此外，他們再沒有時間參

加教會其他活動了。直到他們提早退休， 移民

加國， 神就領他們到這教會。在這裏，他們自

由快樂地參加教會崇拜、基誼團契、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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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退修會、旅行等等，渡過快樂的退休生

活，與主内弟兄姊妹建立情誼，並且常常親近

神、侍奉神，心中充滿歡樂平安。 

 

   那些年，神也賜爸媽健康與精神，感動他

們每周二囘教會做全日義工。他們也體會牧者

與教會同工的辛勞，常常邀請他們午膳，向他

們表示支持與謝忱。當父親中風病危時，教會

為他禁食祈禱；當他入住療養院時，基誼團契

到來爲他唱詩、讀經、禱告。教會的弟兄姊妹

常常探訪、慰問、接載媽媽往返。 驀然回首，

仍是心存感恩。 

 

   如今爸媽都已遷離這個屬靈的家，進到

天上永恆的家。雖然失去他們的同在，卻留下

歡樂的回憶，並擁有心靈的平安與終極的盼

望。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

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

盼望。」(羅馬書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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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要感謝神帶領我來到一間持守真

理，彼此同心的教會。 

 

當黑暗的世界向信徒發出訊息：去妥協潮

流的價值觀，去順從大多數人的心意；去跟隨

彎曲的道德思想，去接納悖逆的行爲時， 我們

的教會卻堅持聖經是行事為人的準則，並顯示

了對神堅定不移的忠心。如經上所説：「因為

你們是重價買來的，所以要在你們的身子上榮

耀神。」(林前 6：20) 神是希望看見信徒們能

從世界中分別出來，持守純正的真道。 

 

     一首熟識的詩歌：「我愛我主教會，主靈

與人同住，救贖之主，親流寶血，建設清潔基

礎。」詩歌提示我們主耶穌是教會的基礎，祂

建立教會，祂的靈在教會裏，祂與我們同在，

要察看人是否持守聖潔，合乎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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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主耶穌向我們發問：「在這自我中

心，自以為是的世代， 教會可以為我做什麽

呢？」我們的回答會不會是：「求主使我們無

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做

神無瑕疵的兒女。求使教會能夠繼續作主的燈

臺，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 

(腓立比書 2：14) 

  

     今日好像昔日挪亞的世代，我們彷彿要耐

心地做好準備，進入方舟，同舟共濟；繼續實

踐使命，傳揚耶穌基督，齊心努力守護真理。

雖然可能遇上暴風巨浪，危險艱難，但這方

舟，神是我們的船長，由他親自來導航，我們

就可以安然無懼了。誠如神曾應許他的子民：

「你們必歡歡喜喜而出來，平平安安蒙引

導。」(以賽亞書 55：12) 

 

     願我們在主裏盛載歡欣、平安、盼望，

迎接 2023 年！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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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感恩有袮 ！      馮李露芬 

 

    2022 年是紀念麥恆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建

立 33 週年。雖然我加入了麥恆長老會沒有 33

年之久， 但屈指一算， 原來受洗到現在不經不

覺都有 18 年了。 時間在眼皮底下一眨眼功夫

就飛逝而過。猶記得當初踏進聖殿守禮拜，環

觀四周都沒有幾張熟悉的面孔。  雖然迄今仍未

能唸出所有會友的名字，但倘若今天大家在大

堂或附近擦肩偶遇，見了面也會互相打個招

呼，問聲好！相比昔日的感受截然不同，現在

的感覺是何等甘甜溫馨， 皆因有神的愛住在彼

此的心裏！ 

 

    加入了教會 18 年，與資歷深厚的會友相

比，雖然不是那麼悠長的歲月，但也不能算是

一段短時間了。 在這一起走過的日子裏，感謝

主的施恩憐憫，賜下恩賜智慧予牧者、堂會、

執事會等眾弟兄姊妹，帶領我們一起戰勝重重

的考驗和困難。祈盼主繼續為我們作腳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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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引領我們走向一條合神心意的光明大道。

求主幫助我們堅信祢的應許，因為我們相信祢

是滿有慈愛且大有能力的主宰，願榮耀歸主！ 

 

    不能不提的還有過去這麼多年，牧者、堂

會、執事會每年花時間和精力為我們安排的活

動如：周年退修會、節日聚餐聯歡會、每年堂

慶聚餐晚會、還有牧者更鼓勵會友組織查經小

組等等。 鑑於新冠疫情的影響，教會為了遵守

政府的規條，將所有實體活動停辦了兩年有

多，但慶幸這疫情沒有影響大家在網上崇拜、

團契聚會、研經等等的活動。疫情期間雖然未

能與大家實體會面，但不礙弟兄姊妹多年來建

立了的濃厚感情。能夠定期網上見面，互相切

磋、查經，還可以彼此在空氣中問安，都滿滿

是神的恩典。感恩！ 

 

  最後，有幸的是在 2022 年尾教會已獲准

逐部開放實體崇拜和局部的其他活動。期盼

2023 年疫情漸漸遠離我們而消逝， 教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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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為各團契小組提供地方，以方便我們可以

再次享受甜美的實體團契生活和參與其他的事

奉。 我們相信神是愛，肯定會應允和成全我們

的願望。因為我們的神是無所不能，無所不

在！主，感恩有祢！縱然日後我們在路上仍然

會是荊棘滿途，或遇上困難重重的障礙，只要

有主同行，我們豈會懼怕世上會有難成的事

呢？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於我們在天上的阿爸

父！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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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慶感言      文子雄 

 

堂慶，是讓我們回顧神過去在教會的工作，

是我們學習的功課，取長補短，藉此使我們再

次重新得力，再次行走事奉的道路，興旺教會，

榮耀歸神。 

 

  我和太太在麥恆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只有六

年，在三十三週年的教會日子裏，這實在是好

短的年日。回顧當初參加教會團契，團友的關

懷，友善的接納，使我們願意嘗試參加主日崇

拜聚會，得聞梁牧師諄諄教誨，得益良多。太

太更被招募為詩班員參與事奉，我們又參加了

主日學和教會祈禱會，就漸漸開始在教會裏學

習事奉的功課。 

 

我們參加這教會時間雖然短少，但看到弟

兄姊妹愛護教會，全力事奉，勇於奉獻，皆為

我們的典範。盼望教會上下繼續努力，承接三

十三年的傳承，作我們後輩的好榜樣，同一心

志，不分你我，站立得穩，作神家裏的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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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說：「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羅 12:1) 
 

堂慶，按其意義來說，也可說是教會成長

的生命禮讚。回想教會自三十三年前成立，開

始了華人同胞福音佈道工作，又設有中文學校

培育後輩。現在雖然時移勢易，但傳揚福音，

領人歸主，作主們徒，仍是我們的挑戰。願各

兄姊看重神在教會的工作，教會各人均經歷到

神確實運行在其中。祂保守教會，賜福教會。

建基於此，不論前面的路怎樣走，教會眾肢體

更應勉力事奉，為神作工更多，為神成就更多。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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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證祈禱大能 - 感恩的分享    鄧何佩玲 

  

恭賀麥恒長老會 33 週年堂慶 !「33」是基

督徒一個很熟悉的數目字，那就是神因為愛我

們而賜下獨生之子，道成肉身，降世為人三十

三年。 耶穌基督為了拯救和尋找失喪的罪人，

親自擔當我們的罪，用衪的寶血，作了我們的

贖罪祭，使我們罪得赦免，而藉著信，就可以

坦然無懼來到神的面前，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的盼望。 

  

我在麥恒長老會只有 13 年，當然身心都感

受到有來自神的恩惠平安和教友們互動的歡喜

快樂。 但是與此同時亦曾經歷過憂心掛慮，心

情忐忑，情緒不安的狀況，就讓我跟大家分享

去年的心路歷程吧！ 

  

     去年九月初，收到 KK 長老的緊急召集，

要立即開網上祈禱會，為的是 Sam 高長老，正

在醫院 ICU 病房，危在旦夕，因為他的心臟曾

有兩次停頓及腦中風。Marina 姊妹提議我們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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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從聖經的章節中選取經文，或用詩歌作紀

念祈禱。 

  

我選了詩歌 「主領我經曠野路」: 主能帶

領我經過曠野路，我只要跟隨主腳步，今日路

程，主賜力量，明日需要已備周詳。 

  

感謝主，施恩憐憫帶領醫冶，把 Sam 長老

從死蔭幽谷安然領出來，病情日漸好轉，並且

已轉往康復中心調理。我們來不及開心感恩之

餘，又迎來 David Lung 長老的病況要緊急替

他禱告，求主給他帶領開路。原來他有癌腫

瘤，需要在兩間醫院分別進行切除手術。病人

和我們的心願，是求主帶領，希望在一間醫院

裏面完成兩項手術。 

  

我選了詩篇 16:11 作記念禱告:「你必將生

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

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我們明白祈禱是要有信心，全心全意誠實

地去祈求，順服信靠，全然交託，耐心等候， 



20 
 

亦無能力去猜透神的心意和旨意，只有衪才知

道什麼是最好和適當的配合，因為祂掌管一

切。 

  

感謝神！龍長老終於要分別在兩間醫院完

成切除腫瘤，手術非常之成功，並且經歷四次

的化療，都沒有太嚴重的副作用。 

  

      正當為兩位長老身體在康復當中而舒一口

氣，在 12 月某日一個很嚴峻的風雪當中，又收

到一個消息，要替 KK 長老禱告，求神賜恩惠

平安保守。因為他前往驗身途中，被大雪困

著，汽車不能前進，幸好 Brian 長老及時趕到

營救，原來他身體已有一段時間不適，所以急

需做一連串的身體檢查。 

  

我們祈禱會各人都心裏難過和擔心，因為

老中青的長老都同時病倒，加上當時 Alfred 老

師也受病魔困擾，還有疫情沒完沒了的爆發， 

加上教會前路去向問題，也不如今日般明朗。

那時我每晚都會為著這些事情禱告，仰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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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求神賜下平安和歡樂給大家。希望這幾位

長老能夠早日康復，盡快站在台上為我們作崇

拜的宣召主席。 

 

感謝讚美主! 祢的信實應許就在今年復活節

那天，在 MCPC 會堂中顯現出來。 當天早上， 

三堂聯合崇拜，看見久違了的龍長老在台下，

依舊談笑風生，在台上謳歌頌讚主，唱詩歌敬

拜服事神。他的歌聲依然洪亮，氣勢磅礡。一

個做完兩次腹部手術，又經歷化療的身體，這

麼快就能夠復原，精神煥發站在台上，這真是

神的恩典夠他用。散會時，有教友問我當晚會

否出席「王者苦杯」的視頻分享晚會，我肯定

地說：「晚上不來了。」但很奇怪，食完晚

飯，又突然心血來潮想參與其中，所以就匆忙

地來到主的殿中。 看見 Sam 長老，還以為他

來作座上客，卻原來他是唯一的主持人。除了

在台上介紹這個視頻，祈禱、讀經，還唱了幾

首詩歌去記念主的受難日。 在過程中好感動，

一切十分流暢，他並沒有「口窒」或者忘記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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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節目完畢後，我就像一個小 fans 般 , 一邊

嚷着他的名字，一邊跑過去，上前向他歡呼喝

采，眼淚盈眶，有失平時的儀態。感謝主帶領

我們到現場，好讓我們見證到神在 Sam 長老身

上的奇異恩典和救治。感謝讚美主! 讓我一天之

內看見兩位長老蒙恩，看到神大能的作為 。 

  

心剛在感謝好事成雙，但原來好事接踵而

來，一個星期後 KK 長老又返回教會。他精神

奕奕，腰板挺直，站在台上，神態自若為我們

作宣召主席。感謝主！ 

  

幾天前在教會崇拜，跟 KK 長老談及實地

敬拜的人數未能達標，只有一班長者出席，年

青的會友沒有蹤影，感覺很唏噓。 

  

我思考了一會，知道有些人這幾年來，慣

性安逸地在家中崇拜，相信他們並沒有離開

神。 

另外一個原因，可能被我們教會的前路問

題困擾著。與其忽然離開，就不如慢慢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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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班教友不是迷途羔羊，只是處於斑馬線上安

全島，在進退之間，選擇自己的方向。求聖靈

堅立我們一班會眾，緊守神的真道，要有信心

支持，忍耐和委身。求主袮用杆和杖，帶領我

們團結一心，共渡難關，同心合意地跟隨主的

腳步。願教會前路一切的問題都在神的旨意中

決定和行走! 

 

以下兩節經文，願大家共勉之: 
 

  

「耶和華阿，我曉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行路

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腳步。」耶利米書 10: 

23 

 

 

「我或向左，或向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

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間。」以賽亞書

30:21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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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Years of Joy and Peace       Rebecca Lam 

 

At this Christmas season, my heart is especially 
thankful for all the years I have been in MCPC.  Joy 
and peace flood my soul as the bygone years’ 
reflections flash past my mind. 

 

The first one is the MCPC choir presentations of 
musicals, cantatas…in past years on Easter,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to commemorate the 
events of Christ’s life.  Through the melody and 
lyrics, Jesus’ spirit is brought to life!  Hopefully this 
Covid-19 time will soon be gone and the choir can 
resume bringing peace and joy to us again! 

 

 

2018 Cantonese Choir Gath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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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is the preaching of various pastors on 
Sunday services. Their sermons on different topics 
relating to the Bible nourish my soul and bring 
peace and joy in my mind.  These sermons 
have enabled me to follow Jesus’ teaching, 
“Remain in me and I will remain in you.” (John 
15:4)  

 

The third one is the sweet fellowship of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share our burdens and pray for 
one another.  Thursday’s prayer meeting via Zoom 
is the venue for us to pray for one another. 

 

The fourth one is the in-depth Sunday school Bible 
study on Tuesday night via Zoom.  The lessons we 
have had are amazingly inspiring and thought 
provoking.  A lot of new ideas dawned on me as 
key verses were thoroughly discussed.  I learn to 
appreciate more the inspirational teaching and 
messages of the Bible. 

 

Amazing grace!  Thank you, God!  

Amazing joy and peace! Thank you, MCPC!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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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Wing K. Lam 

 

During Christmas, Christians celebrate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  Jesus came to this world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ago to redeem us from our 
sins so we can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Do you know Jesus promised to come to this world 
again before he sacrificed Himself on the cross?  In 
John 14:2-3, Jesus told His disciples, “In my 
Father’s house are many rooms. If it were not so, 
would I have told you that I go to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And if I go and prepare a place for you, I 
will come again and will take you to myself, that 
where I am you may be also.” 

 

All Christians anticipate the second advent of our 
Lord Jesus, but do you know the time? We can 
find the answer in Matthew 24 where Jesus 
detailed the signs which would indicate the time 
of His second coming. 

 

Let me list the signs below and see whether these 
signs are appearing in the current time: 

1. “For many will come in my name claiming ‘I 
am the Christ’ and will deceive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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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thew 24:4).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we have seen the appearance of many anti-
Christ.  Even now, we have witnessed Falun 
Gong (also known as Falun Dafa). Its 
founder Li Hongzhi asks his followers to 
have faith in his teach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ruth, virtue and perseverance. 

 

 

2. “You will hear war and rumours of wars. 
Nation will rise against nation and kingdom 
against kingdom.” (Matthew 24:6-7) In 
February 2022, Russia invaded Ukrain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ere killed or 
injured during the war. Mr. V. Putin,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has even threatened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if NATO gets 
involved. 

 

 

3. “There will be famines and earthquakes in 
various places.” (Matthew 24:7) Recently, 
famines have occurred in several countries 
in Africa like Sudan and Ethiopia.  There 
were also earthquakes in countries like 
Taiwan, Indonesia and the Philippines, 
causing tremendous loss in lives and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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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n you will be handed over to be 
persecuted and put to death, and you will be 
hated by all nations because of me.” 
(Matthew 24:9) According to recent 
statistics, for the last 100 years, Christians 
who were killed for their faith in Jesus 
amounted to 14,400,000.  Even nowadays, 
Christians are often killed in countries like 
Nigeria, Iran and Egypt. 

 

 

5.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will be 
preached in the whole world as a testimony 
to all nations and then the end will come.” 
(Matthew 24:14) Because of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we are now able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rough the internet. The Billy Graham 
Evangelical Association has made use of 
Internet Evangelism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 unsave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10 years, close to ten 
million visits were made to their website: 
Search for Jesus by hungry souls. 

 

Although we have seen currently all the signs 
which indicate the imminent return of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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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we do not know the exact date.  Jesus had 
said, “No one knows about the day or hour, not 
even the angels in heaven, not the Son, but only 
the Father.” (Matthew 24:36)  All we know for 
sure is that Jesus will return at any time.  Jesus 
asked His disciples to be vigilant. We read in 
Matthew 24:42-44, “Therefore keep watch, 
because you do not know on what day your Lord 
will come.  But understand this: If the owner of the 
house had known at what time of night the thief 
was coming, he would have kept watch and would 
not have let his house be broken into.  So you must 
be ready, because the Son of Man will come at an 
hour when you do not expect him.” 

 

Since we know our Lord Jesus can return at any 
time, how should we prepare for His return?  We 
can find the answer in the Parable of Talents in 
Matthew 25:14-30.  In the parable, Jesus narrated 
the story of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who gave 
different amounts of talents to his servants before 
he went on a journey.  After a long time, the 
master returned and asked his servants to settle 
the accounts with him.  The servant who had 
received five talents told his master he had made 
five more talents.  His master praised his 
faithfulness and put him in charge of many 
things.  The servant who received one talent 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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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master that he had hidden the talent in the 
ground because he was afraid to lose the 
talent.  The master scolded this lazy and wicked 
servant, took the talent from this worthless 
servant and threw him outside into the darkness. 

 

The Parable of the Talents teaches us to be faithful 
servants for our Lord.  Since we have all received 
different talents (gifts) from God, we should 
therefore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se talents to 
serve Him in our lives.  Our lives in this world are 
short.  We should save treasures in heaven 
without wasting any time before the imminent 
second advent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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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言律詩 -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   黃兆楷 

(羅馬書 12 章 1~8 節) 

  

人生昧主盡虛空 

十架耶穌救贖豐 

悖晦皆因從己慾 

遵隨靈意辨西東 

門徒彼此承恩賜 

協力同心作聖工 

基督臺前呈果子 

期神喜悅許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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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 12 章 1~8 節 

1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

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

是理所當然的。 

 
2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

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3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每一位說：不要把自己看得

太高，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的信心來衡量，看得合乎

中道。 

 
4  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有一樣

的用處。 

  
5  這樣，我們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互相聯絡作

肢體。 

 
6  按著所得的恩典，我們各有不同的恩賜：或說預言，

要按著信心的程度說預言； 

 
7  或服事的，要專一服事；或教導的，要專一教導； 

 
8  或勸勉的，要專一勸勉；施捨的，要誠實；治理的，

要殷勤；憐憫人的，要樂意。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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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的默想: 歡呼與哭泣   梅勤傑 

 

     當以斯拉建殿時，幾經波折艱苦，殿基建

成時，先前曾經見過聖殿的老年人，現在看到

殿的根基建成，無限感觸而放聲痛哭，也有很

多人大聲歡呼，百姓不能分辨歡呼的聲音或哭

號的聲音。（拉 3:12-13） 

     兩年前我退出堂會的工作，在新長老按立

時，對他們說：「教會是你要流淚的地方。」

我用詩歌的一句話：「我愛我主教會，愛他我

常流眼。」而經⽂的教導卻是：「流淚撤種

的，必歡呼收割！」 

     2022 年快要過去了，是值得懷念的年頭

吧！年初因病入院一段時間，被安排在復活節

証道，使我在病中能多思考和準備講稿。康復

後，我感到主醫治的大能，讓我可以繼續服事

主。剛巧十二月初，方舟教會的聖誕主日的講

員，因事未能出席，我被邀請替代。我感到主

奇妙的安排，使我能在一年中有機會分享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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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復活的信息，能嘗試把經歷主的一生從搖

籃，死亡，以至復活的救恩至寶述説出來。 

    老實說，每一個信徒基本上對聖誕節和受

苦復活的事蹟，可以說是耳熟能詳的。然而，

我在準備聖誕節的講章，不妨試試提出幾點，

作⽂字上的分享。 

 

 我曾收到以下的一張聖誕卡寫上: 

  「人不能 ， 因為人不是神， 

    天使不能，因為天使不是神， 

    神能，因為神是人。」 

 

     神因為始祖犯罪時，已安排拯救人類的計

劃。人的頑梗，並未因先知警號而卻步，甚至

變本加厲的敬拜別神。然而神在時候滿足時，

差祂的獨身兒子以肉身降臨人間，以馬內利，

神與人同在。更深一層的意義，就是這嬰兒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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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給他取名叫耶穌、意思是拯救者，祂來的

目的是： 

「因為他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裏救出來」 太

1:21。而耶穌說:「人子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

的人…」路 19:10 。這也是我們作為基督徒對

每年慶祝聖誕節所思念的信仰中心。一切的哲

學和宗教教導做人的道理，使人向善，按著人

本身的知識和經驗去領會，但卻是無法擺脱人

受罪的捆綁。而神學的真諦乃是去體會神的旨

意，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去领受，而是靠信心。

所以年復一年的慶祝聖誕節，你和我對每一次

的紀念主降誕，有什麼不同的體會呢？ 

 

    從耶穌的出生地伯利恆到祂被釘的地方耶

路撒冷，距離祗有 5⾥路。然而他的一生33

年，除了留在埃及一個短暫的時間外，還走遍

加利利地區。主耶穌一方面施展神的大能，醫

治趕⿁，使死人復活，另一方面訓練門徒傳揚

主的救恩。今天的基督徒要如何面對聖誕節？

而聖誕節與你有什麼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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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當天使報信，這大喜的信息是關乎

萬民的時候，你能否思想到萬民，就是「你」

和我？當我們唱「普世歡騰」這詩歌，也許找

不到這個「你」，然而當我們唱 I’m Dreaming 

of the White Christmas， 這個「我」就比較突

出。經⽂說：「你當預備迎見你的神」摩

4:12 。作為一個信徒，是要在主裏面成長，不

能永遠享受嬰孩時期的生活。馬槽裡早已有十

架的影子了，因為這嬰兒來到這世上是還罪

債，是你和我的債。大喜的信息是：這孩子成

長，飽受艱辛歷程，甚至被虐待、鞭打，死在

十字架上面對一切人間的苦難，然而到復活的

那一天，人的罪債就還清了。既然基督徒已從

罪裏得勝，就不可能喜歡永久地停留在嬰兒吃

奶的階段，而是要邁向成長，經歷人間的苦

難，向永恆的國度步步前行，當中享受神同在

的寶貴經歷，以馬內利。更重要的，是體驗天

使在主降誕時的一句話：「我給你們一個大喜

的訊息」。這句話在當時的環境中，無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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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而事實上，人若不經歷痛苦的話，他對喜

樂就不會有太强烈的嚮往。 

  （2）基督的信仰中心，其實不能把聖誕

節和復活節分開。這大喜的信息也在主復活時

啟示了我們。不論你是基督徒與否，多數人是

比較喜歡聖誕節。有一位牧師在十一月尾收到

了很多教友的賀卡和留⾔，表示希望牧師在聖

誕節的講章裏，不要說太多負面的信息，如戰

爭、疫情、犯罪、⾊情泛濫、愁煩、同性戀

等，是要使人感到有大喜的教訓的喜悅，離開

時不至有罪悪感。有些信徒是歡喜望向馬槽，

不喜歡望向十字架，認為大喜的信息是信徒離

開教會時，昂首而行，而不是帶著沉重的心情

離開。事實上，主降誕是帶出罪的釋放，是要

讓人知道，人本身受罪的束縛，如上面所指出

的：淫亂、偷竊、貪婪、醉洒、親男⾊等等。

但藉著主的大能， 人從罪中得到釋放。提出這

些陋習，也許使你有罪惡感，但這正是我們在

這聖嬰降臨時所要面對的，直到主復活的日

子，戰勝死亡，罪的毒鈎得到解除。正如馬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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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在他的墓誌銘的一句話：「釋放了，釋

放了，感謝全能的神，我終於釋放了。」   

    當摩⻄帶領以⾊列人渡過了紅海到達彼

岸，他們回望埃及兵的屍骸時，他們就知道是

全能的神釋放了他們。同樣的，我面對自己飽

受過犯的煎熬，藉著神的大能得到釋放，能否

看到主降臨的大能？主把我們一切罪孽的束

縛，留在紅海的彼岸，罪得到釋放。弟兄姊妹

們，我們不可能把聖誕節和復活節分開。 

      當你跪在馬槽前，是否同樣也要跪在十字

架前？當你在馬槽前獻上禮物時，同樣也要在

十字架下獻上禮物。這禮物就是你的生命。 總

結來說： 天使報信說：「天上榮耀歸上帝，地

上平安歸於他喜悅的人。」主的降誕使我們經

歷從未有的平安，這平安就是主活在我們的心

裏，時刻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我們領受的

平安是神所賜的，我們的一⾔一行，所得的成

果，都是主所賜的，好叫我們能曉得將榮耀歸

給我們的天父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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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我常掛在嘴邊的兩節經⽂，讓我知

道一切的成果都是出於神： 

「堅心倚賴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因為他倚靠你。」賽 26:3 

「耶和華啊，你必賞賜我們平安，因為我

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你為我們成就的。」賽

26:12 

 

  今年快要過去了，歡樂和哭泣交織著這段

日子，能夠站起來過每一天，就是活在主恩典

中。一切的成就都是神的作為，自己一無可

誇，願榮耀歸給天上的父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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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屬靈生命三部曲          余林素娟 

 

    二零二二年十月十五日與十一月十九日在

加利利團契的靈修和信息分享如下，共勉之： 

 

    每個人都要面對生、 老、 病和死，那麼

作為基督徒的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所面對的

又是什麼呢？ 是三部曲：得救、 得勝和得獎

賞！ 

 

第一部：得救 

有些人生長在基督教的家庭，出生後便接

受嬰兒洗禮，十四歲接受堅信禮；也有些人在

參加了少年、青年或大專團契後，認識主耶穌

基督，相信接受祂為救主；你可能是親友或同

事帶你返教會，或者到年紀長大後，甚至到退

休後才信主的，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領受和經

歷！ 如果你是最近才加入教會的，應該還記得

你的決志認罪祈禱。約翰一書 1：9 :「我們若

說自己無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們心裏

了，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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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 」 約翰福音 11：40  耶穌說：「我不是對

你說過，你若信，就必看見上帝的榮耀

嗎？」  能夠看見上帝的榮耀，成為了祂的兒

女，是最上好的福份！  
  

      這裏要作一個得救的見證：在我的原生家

庭裏，嫲嫲、婆婆、爸爸、媽媽、妹妹、小弟

和我都是基督徒，唯獨大弟是個「問題青

年」，意即在他年輕時總是向不同的牧師發出

有關聖經的問題，很理性地要明白箇中因由，

而不是以信心去相信聖經的真理。他曾移民到

加拿大，但後來又回流返香港，並參加新紀元

的講座。很多時我都會在電話中與他談論聖經

的問題，但總是有異意，不能得到結論，甚至

不歡而散！自問功力有限，所知不多，解答不

了他的難題，只好默默地為他禱告，祈求聖靈

感動開啟他的心竅！我也問過他：「你不是很

愛惜爸爸和媽媽嗎？ 但若將來在天家見不到

你，他們一定是很失望的！」當時他沉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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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回答我。最近三年由於新型冠狀病毒

的流行，我們生活的形式也改變了。其中一樣

是上網聽道，我也將一些適合他的聖經和得救

信息轉寄給他，例如蘇穎睿牧師的聖經難題解

答等。今年五月十六日，與弟婦和姪女談了約

半小時的電話後，我問姪女： 「爹哋醒了沒

有？」 她說：「他已醒了。」於是與大弟談了

約十五分鐘，心中忽然有感動問他說：「你願

意做個決志祈禱，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離罪

悔改，回轉到主耶穌基督裏，接受他為救主，

人生的主宰，成為祂的兒子嗎？ 因為主的寶血

潔淨我們的罪，洗凈我們的不義，醫治我們的

疾病！」很意外地他竟然說願意，肯接受福音

和決志禱告！ 我說一句，他跟着我說一句，連

我自己也不相信，求主赦免我小信的罪！ 當我

說到：「主啊，我是一個罪人！」 他竟說：

「主啊，我是一個大罪人！」 當時我非常感

動，眼淚也流出來了。感謝讚美主！當神願意

出手，聖靈感動他的時候，便是這麼簡單的一

回事！ 現在與他傾談，感到他是截然不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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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看事物與以前很不一樣，明白箇中道

理，看法與我也很一致。他甚至告訴我，看到

未信主的朋友閱讀聖經，便對他說：「只要謙

卑相信接受，不需要提出任何問題，例如為什

麼童貞女懷孕生子？ 耶穌為什麼死後會復

活？」 我真不敢相信這竟出自我大弟的口中！

又一次的感謝讚美主！最近他還對我說：「他

雖然在年青時不能相信主耶穌，但對宗教的追

求非常熱心，所以試圖去解讀其他各大宗教的

內容和分別，以便解決到外力和自力的存在。

信靠主耶穌是從上天而來的偉大能量 : 聖靈。

而其他宗教只是靠自己微弱的力量去修練！」

嘩！ 到現在才知道大弟對靈命的追求曾下了不

少功夫，要給他一個「讚」。 

 

第二部：得勝  

這需要我們在屬靈生命上操練才能得到！可以

由以下四方面下功夫： 

1. 敬拜： 作為神的兒女，我們要敬拜這位又真

又活，獨一的真神。祂有三個位格： 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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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子、 聖靈。 我們要以心靈、 誠實和真理

來敬拜祂！而敬拜神的態度是： 

A. 敬畏神： 敬是敬重，畏是畏懼。 箴⾔

3：7 「不要自以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

華， 遠離惡事。」 箴⾔ 14：27 「敬畏

耶和華，使人日子加多，但惡人的年歲，

必被減沒。」 

B. 敬虔： 敬是敬重，虔是虔誠之意，我

們要敬虔度日。 彼得後書 2：9 上 「主

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脫離試探。」 
 

我們對神的敬拜，不只是星期日回到聖殿做

崇拜，乃是要天天敬拜上帝，在屬靈生命上

每日努力，窮一生之久要做的功課，在得勝

路上不可鬆懈。這便是讀經和祈禱！ 

 

2. 讀經：有如我們日常中的食物，是屬靈生命

的靈糧，要渴慕、愛慕、默想神的話語，以

至靈裏得以飽足、有力量！ 詩篇 119：105

「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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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的方法： 

A. 速讀： 即快快地讀完全本聖經，有人

用一年或兩年時間全本讀畢。 

B. 慢讀： 可以用靈命日糧、恩福月曆、

讀經釋義、荒漠甘泉、聖經人物等每日詳

細閱讀，有不同⾦句、講解和回應問題，

讓我們思想如何應用在日常的生活中！ 

C. 上網讀經：聆聽或收看不同牧者和傳

道的講座，例如謝安國牧師、鍾敏玲傳

道、華播的靈雨甘霖等，獲益良多。 

D. 閱讀不同的屬靈書籍 

E. 背誦⾦句： 記熟神的話語又可以幫助

我們的記憶，何樂而不為！可以先嘗試背

詩篇的第一、二十三和一百零三篇作為開

始！   
 

3. 祈禱：禱告如呼吸，常常祈禱，是生命不

能少的！ 是神與人溝通的途徑，如一個

孩子向父親說話一般。詩篇 54：2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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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求你聽我的禱告，留心我口中的⾔

語。」 

A. 祈禱的態度： 

a. 信心的倚靠： 信心是一門恆久持續的

功課，由初信到每日與主相遇持守的秘

訣，一生中不可缺少的，便是信心。 

b. 大大張口：如一隻小鳥，口張得越大， 

母鳥所餵的食物便越多。 

c. 誠心誠意地把禱告獻上，如馨香之氣上

達到主的施恩寶座前。 

d. 傾心吐意：你與神的關係是父子、朋友

如亞伯拉罕？ 還是情人，盡訴心中情？ 

將正或負面的情緒全然赤露在神面前，無

所隱藏！ 

e. 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地擺上你的祈禱。 

f. 合神心意： 不可妄求，否則不得垂聽，

也不蒙應允，例如不會求神讓我們中六合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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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謙卑順服：上帝有絕對的主權，決定我

們的祈求得蒙應允與否。 只要是出於

神，我便默⾔不語，順服神的旨意。 

h. 恆久忍耐：得時感恩，不得時仍感恩，

不理怨，不發怒，繼續祈禱。 

i. 耶穌教導門徒，馬太福音 6：6 - 8 「你

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 關上門，

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

然報答你。 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

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為話多了必蒙垂

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為你們沒有祈

求以先，你們所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

道了。」 

 

      B.祈禱的內容： 

a. 認罪：我們是一班蒙恩得救的罪人，但

仍有老我的軟弱，或多或少仍在罪中，肯

認錯、 認罪，一定得神的饒恕！ 在你的

認罪祈禱中，是否曾為罪痛哭流淚，真心

悔過？ 若果心裏有憤怒、驕傲、 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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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 貪婪、 貪食、 縱慾等很多的罪，

願我們認罪 、離罪、悔改，再一次回到

神的聖潔中。 

b. 讚美： 我們讚美上帝的創造、偉大、 

慈愛、公義、聖潔、信實、拯救、醫治、 

復和、全知、全能、全在的永活神。自問

在我的禱告中，讚美神太少，但詩篇很多

的⾦句，都可以幫助我們。詩篇 148：1-

5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從天上讚美耶和

華，在高處讚美他，他的衆使者都要讚美

他，他的諸軍都要讚美他，日頭月亮，你

們要讚美他，放光的星宿，你們都要讚美

他，願這些都讚美耶和華的名，因他一吩

咐，便都造成。」 

c. 祈求： 為自己求，將我的主權和身心

靈交給主，因祂是我們的人生主宰！ 腓

立比書 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

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

的告訴神，神所賜給人意外的平安，必在

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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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你為自己求的是什麼呢？是身體的軟

弱？或是心靈的創傷？或是靈裏的乾渴？

最重要的是先求祂的國和義，其他的祂都

會加給我們了。 

d. 代求：為別人祈求神的帶領、 保護、 

保守、 看顧和醫治等。 雅各書 5：16 

「 所以你們要彼此認罪，互相代求，使

你們可以得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

大有功效的。」 我們禱告，是為家人、 

親友、未信主的親友、教會、民生、國

家、國際局勢，如戰爭，又求神降下甘

霖，滋潤大地，祝福保護大地，讓人類有

足夠美好食物等而禱告。提摩太前書 2：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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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好的，在神我們救主面前可蒙

悅納，他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自

二零零三年開始，將近二十年，我有兩位

禱伴：是梅勤傑長老和甄馮美虹長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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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一同禱告，彼此代求，互相扶持、勉

勵、認罪、關懷，在主內一同得以建立、

造就和反省。感謝讚美主！ 

e. 感謝：我們常說得恩、知恩、報恩和感

恩。 感恩是對上帝和人的回應，人的一

生確實應該凡事謝恩。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要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 

凡事謝恩，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向你

們所定的旨意。」 感謝神的恩典無量，

大愛無邊，數之不盡，用之不竭。教會主

內弟兄姐妹的關愛，家人和親友的愛惜，

身心靈的健康等等, 我們應該自省和計算

今年甚至今生得到多少恩惠。 有沒有忽

略了向神和人感恩？但願做一個得恩、 

知恩、感恩和報恩的人，特別在禱告中去

感謝神！ 詩篇 103：2 「我的心哪，你要

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一切恩惠。」 

f. 禁食祈禱：這是我們很少用的，但很有

功效，可以使信徒更有力量！ 馬太福音

17：19-21 引述主耶穌所說的：「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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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類的⿁，若不禱告、 禁食，他就不

出來。」祂的意思是說：要趕出這一類的

⿁，必須付上更多禱告的代價。 神在這

世上已訂定一個禱告應允的原則：有些事

情必須付上足夠的禱告，神才會應允所求

的事。 

g. 默禱：當哈拿未生撒母耳前，因為沒有

兒女而心裏愁苦，就傷痛哭泣，祈禱耶和

華，許願說：「萬軍的耶和華阿，你若垂

聽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賜我一個

兒子，我必使他終身歸與耶耶和華，不用

剃頭刀剃他的頭。」撒母耳記上 2：12-

13「哈拿在耶和華面前，不住的祈禱，

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來哈拿心中默禱，

只動嘴唇不出聲， 因此以利以為他喝醉

了。」 於是以利的神允准她所求的，後

來哈拿就懷孕，日期滿足，生了一個兒

子，給他起名叫撒母耳，說：「 這是我

從耶和華那裏求來的。」原來默禱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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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這麼大，竟然可以求得一個兒子， 

太好了！  
 

4. 回應： 一個有屬靈生命操練的人可以在他

的行為上看到一些記號，例如聖靈所結的

果子。 加拉太書 5：22 「聖靈所結的果

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

事，沒有律法禁止。」這些人樂於以行動

來作見證： 

A. 傳福音給未得之民、未信的親友 、甚至

陌生人。如短宣在街上佈道，真不容易，

並為主作見證！馬太福音 28：18-20 「耶

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的權柄，都

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

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B. 做個忠心的管家：每一位門徒都是神家

裏的管家，我們的一切都是主賜恩交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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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理當盡力善用，所以就應站在受托

者的地位，管理神所托付我們的一切。彼

得前書 4：10-11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

此服事，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若有講

道的，要按着神的聖⾔講，若有服事人

的，要按着神所賜的力量服事，叫神在凡

事上因耶穌基督的榮耀，原來榮耀，權能

都是他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馬太

福音 25：21 「主人說， 好，你這又良善

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

主人的快樂。」 

C. 奉獻： 將時間、⾦錢、才幹、恩賜、健

康等全然獻給主！瑪拉基書 3：10-12「萬

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

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

試我，是否為你們敝開天上的窗戶，傾福

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你奉獻給神有

多少？ 是否是十分之一或是更多呢？積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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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於天是人生最有價值的投資和回報。你

獻上的是多，還是少？  
  

 

第三部：得獎賞 

腓立比書 3：13-14 記載：「弟兄們，我

不是以為自已經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看標竿直跑，要得

神在基督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我們是

否已盡全力，忠心地事奉主呢？ 請問你今生在

天國的投資有多豐厚呢？有將最好的奉上給神

嗎？有多少時間、⾦錢、才華和恩賜給神呢？ 

是否凡事都將神放在第一位呢？將來在天上，

神是知道誰努力地事奉主，服侍人，並且盡

心、盡性、盡意、盡力地愛神，又愛人如已！ 

神是公義的，不會計算人的地位或名聲，而是

稱讚那真正為主擺上和付出的人！今生投資在

天國越多，將來的獎賞也越大！你想得到嗎？ 

好好地努力吧！成為神又忠心又良善的僕人！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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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神的保護與同在  陳梁秀珍 

 

約兩個月前的一天早上 9 時，我去頣康護

理院事奉，本來有三人去的，但一個病了，另

一人回港，結果只有我一人前往。我開車的時

候行高速公路 404 快線，約十二分鐘後，車子

突然慢下來，本來行車錶是 120 公⾥，但看到

突然快速下降，怎樣踏油門也升不上來。說時

遲，那時快，我看見咪錶下跌到 100 時，不期

然說：神呀！救命啊！然後想着，車泊去左邊

還是右邊呢？很快就決定駛去右邊，因為如果

要拖車，也比較方便。左邊比較窄，而且那天

比較大風。真是感謝神的同在，打「死火燈」

時，其他車輛都很快讓我過右邊去。剛過了

Elgin Mills 出口不遠處，車子突然停下來，再

踏油門也開不動了。再看左邊慢線原來我的車

子離開公路只有兩尺，當大貨車經過時，因風

勢很大，所以我的車子都震動幾下，真的很恐

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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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過來，真的非常非常之感恩，神的帶

領和安排給我安全，平安健康。如果車子早幾

秒停在慢線不動，而正在行駛的車又不知道我

的車是開不動，隨即撞上來，那天就要見神面

了。感謝神的恩典夠用，給我平安健康。 跟着

我致電梁牧師取消事奉和為我祈禱，也告訴其

他朋友為我禱告，然後打電話去 CAA 來拖車。

等了 35 分鐘 ，車被拖去車房修理！非常感

恩，將榮耀頌讚歸給天父，三一真神，創造天

地的主，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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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遊學團 (七)    陳培元 李鳳招 

美麗的耶路撒冷聖城 

陰雨綿綿  12/31 星期三 

這兩天由張師母作為我們的嚮導，遊耶路

撒冷多個景點。張牧師夫婦經驗豐富，在以⾊

列研究死海古卷數十年，通曉希伯來文，解說

聖經細緻而經典。他們牧養當地教會，對象大

部分是從中國大陸過來的勞工，這些離鄉別井

為生活打拼的同胞，對當地語⾔不通，精神非

常苦悶，他們都很樂意來教會，聆聽基督救恩

的福音；因此張牧師夫婦牧養他們，幫助他們

在生活上面臨的困惑，傳講耶穌的救恩，引導

人生的方向。教會的奉獻有限，因此夫婦倆必

須出來當導遊以維持生計。 

今天一大早就下雨，我們仍準時坐車出發

遊耶路撒冷多個景點：聖殿山、哭牆、考古園、

聖安妮堂、畢士大池、苦傷道、聖墓堂等。再

到雞鳴堂，大夥都撐著一把雨傘，冒著雨步行



58 
 

參觀各景點。雖然天一直下著雨，一點都不減

少我們的遊興。 

如今我們已進入耶路撒冷，那是主復活代

表生命的地方。聖經記載只有以諾和以利亞沒

經過死，直接被提升天，只有摩⻄死後，神把

他的屍體藏起來，避免以⾊列人把他當偶像來

拜。 

(耶路撒冷鳥瞰圖) 

下面是舊城⻄面城牆，牆的底部屬於大希

律時期，相片背景的高塔稱「大衛塔」。 

當耶路撒冷的城

牆出現在視線中的時

候，那種景象真美，

全部城牆都是用大塊

的白⾊石灰石建造的，遠視近睹都十分壯觀。

事實上，現在耶路撒冷這座舊城的城牆，早已

http://3.bp.blogspot.com/-wSK8_NOhlso/TlXHyDO714I/AAAAAAAAG8s/9BBX7TKI7oo/s1600/oldcitywallwest.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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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當初的城牆。耶路撒冷是歷盡滄桑、經過

多次拆毀與重建，現在的城牆主要是主後四十

四年由亞基帕重建，稱為第三城牆，後來經過

多次修建，建城牆的材料雖然都是白石灰石，

但因石塊雕鑿的形式不同，可分別為羅馬時代、

拜占庭時代或十字軍時代等。 

 

 

耶路撒冷舊城到今天

還是十分堅固的防禦工事，

在六日戰爭中，以⾊列軍無法硬攻，使用了傘

兵才佔領聖城，而約旦軍的撤走，主要還是怕

城內的寺廟古蹟毀於炮火，才忍痛離去。耶路

撒冷是全世界宗教氣息最濃厚的城，它維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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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大多數宗教教徒的信仰，名為聖城的確是

當之無愧。 

 

耶路撒冷滄桑史：  耶路撒冷城矗立於猶大丘陵

上，三千年來一直被視為全球眾城之后，並非

是它的建築宏偉，乃因它是上帝所揀選的一神

教之堡壘。歷代的哲人、先知及基督徒就是在

這丘陵上傳揚永恆的真理及神的愛；就是在這

塊土地上燃起信仰的火花。 

耶路撒冷是全球半數人口的宗教首都；對

猶太人而⾔，她象徵了過去的榮耀及未來的希

望；對基督徒而⾔，她是耶穌最後傳道、受死

及復活的城市；對回教徒而⾔，她是先知穆罕

默德升天的地方。耶路撒冷---信仰與和平的發

源地，全世界最神聖的城市，但也曾是充斥著

恐怖、戰爭及血腥的城市。 

歷史記載耶路撒冷曾被圍困五十多次，被

征服三十六次，且十次遭毀滅。這裡發生的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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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遠超過全世界任何一個城市，當你漫步於

耶路撒冷街頭時，也許你正踐踏在多次濕過又

乾過的血跡上。  

無數的傳統、歷史及信條均源於聖城。自

從主前十世紀大衛王向耶布斯人亞勞買了一處

位於摩利亞山上的禾場，並在那裡建築上帝的

居所，這裡就成了歷代的宗教核心。 

主前九六五年至九二二年，所羅門王美化

耶路撒冷，且建造聖殿。主前五八七年，強大

的巴比倫攻陷耶路撒冷，毀壞聖殿，並俘虜了

猶太人。主前五三八年，猶太人重返耶路撒冷

且重建聖殿。 

主前三三二年，亞歷山大大帝佔領耶路撒

冷。主前一六八年，安提阿哥、伊皮法紐將耶

路撒冷的城牆夷為平地，但為時不久，哈斯摩

尼家族反抗安提阿哥，使耶京重獲自由，潔淨

了聖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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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前六十三年，羅馬人佔領耶路撒冷。主

前三十七年，希律被任命為猶太王，他重建聖

城，希律王所建的耶路撒冷是耶穌熟悉的城市。

主後七十年，耶穌的預⾔實現     (路十九：41-

44；二十至二十四章) ，耶路撒冷在猶太人第一

次叛變失敗後，毀於提多皇帝。 

主後一三二至一三五年，巴科巴所領導的

猶太人第二次反抗失敗後，羅馬皇帝哈德良重

建耶路撒冷為羅馬城，並命名為「愛利亞、加

比多連」以慶祝他的勝利。 

到了第四世紀，當君士坦丁即位為羅馬皇

帝以後，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並且

在耶路撒冷興建莊嚴宏偉的聖墓教堂，耶路撒

冷乃變成基督教城市。 

主後六一四年，波斯王柯斯努二世反叛羅

馬帝國，攻陷耶路撒冷，並摧毀所有教堂。但

是，過了十四年，東羅馬皇帝赫勒克留重新奪

回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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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勒克留到了晚年，因病體衰，將全部精

力放在加強內政。這時，狂野的阿拉伯部落湧

入敘利亞，擊敗希臘軍隊，並且於主後六三六

年佔領耶路撒冷。從那時起到十一世紀，阿拉

伯人統治耶路撒冷。在這段期間，他們在所羅

門聖殿的舊

址，建了那

座華麗的圓

頂岩石寺，

據說原是亞

伯拉罕獻以

撒的地方，

而穆斯林卻硬說那裡是穆罕默德升天的地方，

因此耶路撒冷也成為回教的聖地之一。 

主後一零九九年，法國洛林公爵高弗黎率

領的十字軍，佔領耶路撒冷，成立「耶路撒冷

拉丁王國」，且以耶路撒冷為拉丁王國的首都。 

「耶路撒冷拉丁王國」統治耶路撒冷不到

一百年，即告瓦解，在主後一一八七年被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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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國王撒拉丁征服。十二世紀末葉，耶路撒

冷淪於殘酷的埃及「奴隸」手中，主後一五一

七年，鄂圖曼土耳其併吞埃及，佔領耶路撒冷

達四百年。其間，在土耳其偉大蘇丹 - 蘇利曼

大帝的統治下，土耳其人所建的耶路撒冷，它

的樣式一直保持到現在。 

十九世紀中葉，流落歐洲的猶太人後裔相

繼移民至巴勒斯坦。二十世紀初，「猶太復國

運動」的領導者正式發起號召，計劃於巴勒斯

坦重建一個獨立的國家，使漂泊的猶太人，重

回猶太邦國的懷抱。 

一九一七年，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

國在陸軍元帥艾倫比的領導下，趕走土耳其人，

佔領耶路撒冷。 

一九一九年，國際聯盟宣告巴勒斯坦由英

國託管，並對猶太民族在巴勒斯坦的復國權利

作原則性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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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英國結束在巴勒

斯坦的託管。同日，以⾊列臨時會議向全世界

宣告成立「以⾊列共和國」，實現了兩千年來

猶太人復國的美夢。 

由於以⾊列的建國，爆發了第一次中東戰

爭；戰爭演變的結果，耶路撒冷分別由約旦和

以⾊列統治。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

之後，以⾊列奪回約旦手中的舊城，耶路撒冷

又合而為一。 

耶京巡禮:   耶路撒冷是一個造在山上的城，城

牆都是用堅固的石頭建造，而且十分高大巍峨，

城門是生鐵鑄成，堅固無比，遠看尤為壯觀，

城頭上除域堞外，還有一條條長長的射擊孔，

極像現代的工事。        

耶路撒冷不僅外面的城牆十分高大，裡面的建

築也極宏偉，房屋的大門多半是用鐵鑄的，城

內巷道曲折、狹窄而深邃，房屋和街道都用石

頭建造，窄巷的上面多有拱門相連，人走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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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一種被壓迫的感覺，好像回到了使徒時                                                                          

代的聖經故事裡。在基督教、回教與猶太教均

視為聖地的這座古城裡到處是教堂與寺廟，朝

聖者每天絡繹不絕，成為阿拉伯人謀生的主要

對象。 

西 牆 ， 又 名 哭

牆；位於耶路撒

冷老城內，聖殿

山山下⻄側。這

是環繞第二聖殿

庭院的古城牆的殘存部分。在四面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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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6%AE%BF%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6%AE%BF%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5%9C%A3%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5%9C%A3%E6%A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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牆被認為是當年

最靠近聖殿的，

使它成為猶太教

信仰中除聖殿山

本身以外最神聖

的地點。 

通常認為，

⻄牆由大希

律王興建於

公元前 19

年，但最近

的發掘表明

希律王生前

並未完成此項工程。牆底部的大石塊區段是於

希律王時期修築；上方中型石塊區段於奧米亞

王朝時期修築；頂部小石塊區段修築時間於鄂

圖曼帝國時期之後。現存⻄牆總長 488 公尺，

猶太人聚集祈禱的那段位在聖殿山⻄南端猶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8%8C%E5%BE%8B%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8%8C%E5%BE%8B%E7%8E%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7%B1%B3%E4%BA%9E%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7%B1%B3%E4%BA%9E%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82%E5%9C%96%E6%9B%BC%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4%82%E5%9C%96%E6%9B%BC%E5%B8%9D%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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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裡的大廣場，其他部分隱身在穆斯林區的建

築物後。 

耶路撒冷的哭牆，是以⾊列國魂的象徵，

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到來參觀，也吸引無數基

督徒前來禱告。哭牆，成為名勝古蹟，來以⾊

列的，例必一遊。但這只是一面牆，有甚麼好

看呢？「哭牆」應叫「⻄牆」，希伯來文是

Hakotel。只因過去被放逐在外的猶太人回到耶

路撒冷，都會在「哭牆」祈禱時哭訴流亡的苦

難。除非是教徒，才要摸一摸牆，作個祈禱。 

這道牆的來歷，須回顧歷史。公元前五百

多年，巴比倫人攻佔耶路撒冷，所羅門王興建

的「第一聖殿」付諸一炬，數以萬計的猶太人

被擄至巴比倫當奴隸。五十年後，波斯帝國消

滅巴比倫，猶太人返回故土，用二十年在原址

重建聖殿，但其後又為羅馬將軍龐貝所毀。 

公元前十九年，大希律王在聖殿山興建新

的聖殿，是為「第二聖殿」。但八十多年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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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人叛亂，耶路撒冷被羅馬大軍夷為平地，

聖殿被毀。如今所見的「哭牆」，是聖殿廢墟

的⻄牆，深埋地下，其後猶太人藉口支持聖殿

山平台的基地以防塌陷，用石塊加高，築成今

日的一面大牆。但遊客如仔細觀察，哭牆下面

和上面的石塊有大小之分，下面十一層的巨石

才是希律王建「第二聖殿」時所使用的原始建

築材料。許多個世紀以來，⻄牆一直是猶太人

祈禱和朝聖的地點。最早記載猶太人來此祈禱

的文獻可以追溯到 4 世紀。從 19 世紀中葉起，

猶太人試買下⻄牆和其鄰近地區，但沒有成功。

猶太復國主義運動在 20 世紀早期興起後，⻄牆

成為猶太社區和穆斯林之間摩擦的原因，穆斯

林擔心⻄牆被用於猶太民族主義對聖殿山和耶

路撒冷主權的宣示。⻄牆下的暴力行為變得司

空見慣，於1930年召開了一次國際會議，以解

決穆斯林和猶太人對⻄牆所有權的問題。 

1948 年以阿戰爭後，約旦控制了⻄牆，長達

19 年之久都禁止猶太人前往，直到 1967 年六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5%A4%8D%E5%9B%BD%E4%B8%BB%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1948%E4%BB%A5%E9%98%BF%E6%88%B0%E7%8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6%E6%97%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6%97%A5%E6%88%B0%E7%88%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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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戰爭以⾊列佔領老城。佔領後三日，以⾊列

拆掉⻄牆邊有 770 年歷史的摩洛哥區，讓猶太

人有更多祈禱的空間。 

常常可以看到猶太人在這個令人哭泣的地

方重複讀希伯來聖經，沉痛的思考他們的悲慘

歷史。特別是在禮拜五，無論男女老幼與國籍，

猶太人聚集在此流著淚親吻牆上神聖的石頭，

牆後是他們再也無法進入的⻄牆或是「哭牆」。

「令人哭泣的地方」是猶太人經常到此悼念他

們已消失的聖殿。 

⻄牆是座擋土牆，⻄元前 19 年時希律王用

以強化聖殿山的建築結構，將聖殿山包圍成今

天看到的巨型建築群。牆由 45 層石塊堆疊而成，

總高 32 公尺。⻄城廣場的地面上有 28 層，高

19 公尺；地面下還有 17 層。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D%E6%97%A5%E6%88%B0%E7%8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1%A9%E6%B4%9B%E5%93%A5%E5%8D%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3%8B%E5%9C%9F%E7%89%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5%BE%8B%E7%8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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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上 4 層是由較中型的石頭組成，於穆斯林的

奧米亞王朝時期（8 世紀）修築。最上方的 16、

17 層是由小石頭組成，於穆斯林的馬木留克時

期（13－16 世紀）之後修築。 

希伯來聖經記載，所羅門聖殿（第一聖殿）於

公元前 10 世紀建在聖殿山上，公元前 586年毀

於巴比倫王國之手； 第二聖殿於公元前 516 年

建成。 

公元前 19 年，大希律王對聖殿山展開大規

模的修築，除了重建、擴大第一聖殿外，更將

基座延伸使規模倍數成長，今天的⻄牆是當年

基座擋土牆的一部分。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7%E7%B1%B3%E4%BA%9E%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9C%A8%E7%95%99%E5%85%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4%BC%AF%E4%BE%86%E8%81%96%E7%B6%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0%E7%BE%85%E9%96%80%E8%81%96%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6%AE%BF%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E7%8E%8B%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5%9C%A3%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8%8C%E5%BE%8B%E7%8E%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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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以⾊列考古學家有個驚人的發現，

他們在⻄牆的基石中找到大希律王死後才開始

用的羅馬錢幣。這個埋有錢幣的基石是由猶太

浴禮池填起來的，在⻄牆的南段，屬於大希律

王修築計劃的一部分。 

第二聖殿在公元 70 年第一次猶太羅馬戰爭

期間，被羅馬帝國所毀。 

金色的耶路撒冷：  清真寺是全城最顯著的建築，

建在所羅門聖殿舊址上的⾦頂與銀頂的兩座巨

型清真寺，在陽光下閃閃生輝，在全城任何地

方都可以

看到。 

聖殿山上

原來的猶

太 教 聖

殿，現已

被奧瑪清真寺和遙遠清真寺取代。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C%B6%E5%A4%AA%E6%B2%90%E6%B5%B4%E7%A6%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C%B6%E5%A4%AA%E6%B2%90%E6%B5%B4%E7%A6%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5%9C%A3%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B8%9D%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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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寺下面就是猶太人最重要的哭牆；禮

拜五下午六點半就開始有猶太教的安息日崇拜。

拉比們在哭牆前手持舊約聖經，口中念念有詞。

有些年老的猶太人則手撫石牆嚶嚶啜泣，成為

聖城的另一特⾊。在耶路撒冷舊城住的多半是

阿拉伯人，住在這兒的人們多半保持著淳厚的

古風，只有幾條主要市街專做觀光客生意的人，

與跟在你背後向你兜售紀念品、明信片，或企

圖向你換銀錢的商人，甚至碰到過扒手，令人

生厭。 

不禁令人想起當年耶穌進入耶路撒冷聖殿時看

到那些販賣牛羊、鴿子與兌換銀錢的嘈雜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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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勃然大怒，他用繩子做成鞭子將這些人趕出

去，使聖殿恢復肅靜，確是一件令人稱快的事。 

聖殿山的敏感性，在於聖殿山有不同凡響

的歷史。這裡有眾多宗教遺址，若說耶路撒冷

是猶太教、基督教和回教這三大宗教的發源地，

則不如說「聖殿山」（Temple Mount）更來得

貼切。一切的宗教糾紛，都與此有關，而幾千

年來的戰爭和苦難，都因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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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殿

山」是在摩利

亞山上近十二

萬平方米的一

幅平地，本是

上帝考驗亞伯

拉罕的場所。

上帝對亞伯拉罕說︰「你

要帶你的兒子，就是你所

愛的以撒，到摩利亞地去，

在我所指示你的山上，把

他獻為燔祭」(創二十二:2)。 

 

他們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亞伯拉罕在那裡築

壇，把柴擺好，捆綁他的兒子以撒，放在壇的

柴上。亞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殺他的兒子。

耶和華的使者從天上呼叫說：「亞伯拉罕！亞

伯拉罕！你不可在這童子身上下手，一點不可

害他！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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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將你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

我。」(創二十二:9-12) 

這個嚴峻的考驗，

竟招來日後聖殿山

上的紛爭；因為回

教徒竟把獻以撒的

地點，硬說獻的是

以實馬利。 

原來的猶太教聖

殿，現已被奧瑪清

真寺和遙遠清真寺

取代。耶路撒冷是

舉世矚目政治與宗

教重地，回教、猶

太教殿舊址的汲淪

溪谷間，有一大片

回教、基督教與猶

太教的墳場，擺放許多石棺，面對著耶路撒冷

城牆上兩個封閉的⾦門，因為這三種宗教都在

耶穌時代聖安尼教堂  ↑ 

被封的東門, 又叫⾦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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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著彌賽亞的復臨。傅說當耶穌復臨的時

候，這兩個⾦門均將開啟，而這些死者必先復

活。但馮津牧師解釋，其實兩千年前耶穌基督

受難前已經騎著驢駒進入耶路撒冷，只是當時

猶太人並不認識耶穌基督就是彌賽亞。 

畢士大池：    新約聖經描述 , 耶穌在畢士大治病

的神蹟，當時有這麼的說法 : 因為有天使按時下

池子攪動畢士大池的池水時，水動之後，誰先

下去，無論害什麼病第一位下水的就可以得到

醫治! 於是各種病人都聚集在那裡，希望能痊癒。

有一位癱瘓的病人等了 38 年都沒有人幫助他下

水; 直到他遇見耶穌並憑著信心，終於可以站起

來了! 這是神才

能行的神蹟，

癱瘓的病人等

了 38年終於等

到一個被醫治

的機會。 (約五

1-9 節)  池水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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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領隊說地面比當年高出好幾尺，因此池子

顯得較深。 

Via Dolorosa 古傷道，又名苦路 

耶路撒冷苦傷道是基督徒追思與朝聖之路，

是耶穌被審判後，從彼拉多的院子出來，耶穌

背著十字架，前往刑場遊街示眾的路途。苦傷

道共有十四站，記錄耶穌受難的情境。 

這條苦路建于兩千多年前， 發生在這條聖

城的古道上，也就是耶稣受難街，有關復活等

許多聖經記載，都能在這裡找到相關的地點和

遺蹟。耶稣曾在此傳福音，後因被羅馬政府判

處死刑，祂背負着一個沉重的木製十字架被押

往各各他刑場，因為當時被羅馬帝國判死刑的

人，必須是自己背負那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刑場，

然後釘在十字架上。 

當我們行走在這兩千多年前，耶穌曾走過

的耶路撒冷窄巷時，那些古老的石階，曲折而

陰暗的巷弄，心裡突然浮現耶穌背著沉重的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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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蹣跚而行的景象，空氣中充滿著濃郁哀

傷的氣氛。我們行走在兩邊林立着商店的苦路

上，擠滿了朝聖者，其實來到耶路撒冷的人都

想親自體驗走在苦路上的感覺。這條苦傷道通

向當年的刑場「骷髏地」，也就是現在的聖墓

教堂。 

沿著這條路，中途有十四站 。每一個站都

標記著一個神性的回憶。加上懺悔教堂，修女

院和獻身修道院及神性的大殿作為紀念，沿著

基督信仰所視為最神性的道路。 

從第二到第九站的街道牆上，都有雕刻着

羅馬數字的標誌，而且每一站都建有相關的教

堂。耶稣背着十字架走向刑場的時候，他一共

跌倒三次，其中的第三站、第七站、第九站就

是耶稣當時摔倒 3 次的位置。我們走到第五站

的時候，前面的左侧有一道門，拐進去就是哭

牆。午飯後要走苦傷道，就是《聖經》上記載

的「苦路」，也是今天的焦點。我們來到第一

站, 鞭打堂：無罪的耶穌被判死罪的地方：「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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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將耶穌從該亞法那裡解往衙門去」( 約十八: 

28) 。 領隊告訴我們，真正判罪的地方是在奧

瑪莉亞中學 (Omariya)，現已改稱為阿拉伯女

子中學，也就是我們所站之地的隔壁，仍可聽

到學生朗朗書聲。聖方濟會的信徒，每星期五

會集合在奧瑪莉亞中學的廣場，舉行苦路巡遊。 

第二站：  耶穌被定罪之處;  我們從耶穌被判刑

的地方出來，沿著彎曲狹窄的耶路撒冷舊城街

到聖墓大殿。這是昔日耶穌由安東尼堡彼拉多

(Pilate) 的衙門出來背負十字架一路往釘十字架

的地方至加略山／各各他所走的傳統路線。

「兵丁把耶穌帶到衙門院裡；叫齊了全營的兵。

他們給衪穿上紫袍，又用荊棘編做冠冕給祂戴

上」( 可十五: 16-17) 。 「當下彼拉多將耶穌鞭

打了。」( 約十九: 1) 

「於是, 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

( 約十九: 16) 現為耶路撒冷判刑及鞭打禮拜堂，

這兩座聖方濟會禮拜堂，部分座落在據說是昔

日耶穌被判死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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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站:  耶穌第一次跌倒：苦傷道中最著名的就

是第三站, 也是耶穌第一次背負十字架仆倒的地

方, 那裡有天主教的受苦堂。耶穌力盡首次跌倒

「……那當安慰我救我性命的，離我甚遠。」   

( 哀一: 16)現為耶路撒冷愛華路(Ei-I-Wad)轉角

有一波蘭禮拜堂，在禮拜堂大門的門楣上，有

達多蕭梭萁 (Thaddeus Zielinsky) 的藝術雕刻

品，描述耶穌在十字架下跌倒。 

第四站:  耶穌在此與母親相遇   耶穌遇見母親，

在街面牆上有圓形標記。「你們一切過路的人

哪，這事你們不介意嗎? 你們要觀看，有像這臨

到我的痛苦沒有?」 ( 哀一: 12) 。根據傳說，聖

母瑪利亞站在路旁，想見兒子的面，在這裡，

這小小的亞美尼亞天主教禮拜堂，把聖母瑪利

亞的愁苦與憂傷都被記念。 

第五站:  古利奈人西門被強逼背十字架   「有一

個古利奈人⻄門，就是亞力山大和魯孚的父親，

從鄉下來，經過那地方，他們就勉強他同去，

好背著耶穌的十字架」。(可十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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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人群中忽然有人推擠，有經驗的 Tim

告訴我們：是聖方濟會的信徒，每星期五的下

午三點，會沿著耶穌的聖跡定時舉行苦路巡遊，

方濟會士們引導信徒走苦傷道，以緬懷耶穌的

受難。果然我們看到前面有一個人背著沉重的

十字架，步履蹣跚的走在苦道上，後面跟著一

群人，由神父一站一站用拉丁文，希臘文和英

文頌讀聖經，唱詩，祈禱作紀念十字架之路的

禮拜，逐站再走一趟。可惜的是，這麼神聖的

地方，路兩旁是一家挨一家阿拉伯人的商店，

因為這裡是阿拉伯人的世界，所以出售的也都

是阿拉伯特⾊的商品。人潮比肩接踵、川流不

息，太商業化了，破壞了整個氣氛。 

第六站:  維羅尼迦抹去耶穌臉上的汗水            

「願主使衪的臉光照你」(數六: 25) 

在耶穌的小修女院禮拜堂內連燈臺的禮壇，

是在一九五三年完美地在傳統的據點，維羅妮

迦 (Veronica) 的故居修建好。下面的古代遺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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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哥斯馬士  (St. Cosmas) 和聖達米尼人  (St. 

Damian) 的修道院，建於五四六至五六三年間。 

這時天下著雨，大家撐著一把雨傘，跟著

人群走在耶路撒冷老城内的古傷道上，踩在耶

穌曾走過的路上，沿着長長的苦路一直朝前走

去，繼續着第六站、第七站…。此時此刻我的

思維穿過時光隧道，看到一幕一幕耶穌受鞭打、

背著沉重的十字架，步履蹣跚走在這條苦路上、

鮮血染紅了石階，沉重的十字架從背上滑落下

來，耶穌努力掙扎著想要站起來，但祂的力氣

已用盡了，接二連三的跌倒。祂在喘息，婦女

們站在路旁啜泣，耶穌再也無法移動它。這情

景呈現眼前，是那麼的真實……。 

十字架第七站:  耶穌第二次跌倒 

「…他們在一切苦難中，祂也同受苦難，

祂以慈愛和憐憫救贖他們…」。(賽六三: 9) 

位於聖方濟會禮拜堂內的一羅馬式圓柱標

記著耶穌由城門出去時第二次跌倒。根據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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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的處決判文是貼在這裡，所以基督徒們稱

之為審判的大門。 

這時 Tim 停下來問大家，要不要繼續往前

走，因為前面沒有什麼特別，他建議從這裡可

以右轉直接到「聖墓堂」。 

十字架第八站:  耶穌安慰耶路撒冷的婦女 「耶

路撒冷的女子，不要為我哭，當為自己和兒女

哭…因為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樹上，那枯乾

的樹將來怎樣呢? 」十字架第八站是由希臘修道

院的牆壁上的拉丁十字架所標記著。 

十字架第九站:  耶穌第三次跌倒   「我的神啊! 

我樂意照你的旨意行」( 詩四十: 8) 

一個羅馬式圓柱標記著第九站。遠處是聖

墓大殿的屋頂及半圓形的後殿。那是有關耶穌

在到達視野內的釘十字架的地方前跌倒的提示。 

我們從第七站就直接前往聖墓堂。在途中，我

一邊走一邊沉思默想著最後一站，各各他山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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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會是一處怎麼樣的地方？

每天吸引成千上萬從世界各地前來的朝聖者去

追思膜拜？最後我們來到一座山坡上，是當年

的刑場，這時才知道，原來各各他山已於公元

四世紀開始蓋起了教堂，叫聖墓教堂，從第七

站到最後一站，全部都是在大殿裡。是基督徒

朝聖的主要場所之一。 

 

 

 

 

第十站:  耶穌被剝去外衣  「從腳掌到頭頂，沒

有一處完全的，盡是傷口，青腫與新打的傷

痕…」( 賽一: 6)。從這裡到最後一站，全部都

是在大殿裡，由於耶穌死後復活，有人稱「聖

墓教堂」為「復活教堂」。 

聖墓教堂: 是耶

路撒冷舊城內

的一所基督教

教堂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5%A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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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的許多基督徒認為，教堂的原址即是《新

約聖經》中描述的基督耶穌被釘死的地方，即

各各他的所在之處，而且耶穌的聖墓也在其

中，因此信徒們從世界各地頂禮膜拜。從公元

4 世紀開始，教堂即已成為一處朝聖的重要目

的地。時至今日，教堂是耶路撒冷牧首的教座

所在，而建築本身則由羅馬天主教會、亞美尼

亞使徒教會、正教會三個教會負責主要的行政

及管理。另

外敘利亞正

教會、衣索

比亞正教

會、科普特

正教會則享

有部分祭壇

等設施的使

用及管理

權。 

 

 
沿著梯級上去可到耶穌被剝

去外衣的禮拜堂。↑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E5%BE%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A%A6%E5%9C%A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7%BA%A6%E5%9C%A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7%9D%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8%A3%E5%8F%97%E9%9A%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0%84%E4%BB%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5%A2%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E7%89%A7%E9%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9%A6%AC%E5%A4%A9%E4%B8%BB%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BE%8E%E5%B0%BC%E4%BA%9E%E4%BD%BF%E5%BE%92%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BE%8E%E5%B0%BC%E4%BA%9E%E4%BD%BF%E5%BE%92%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8%E5%88%A9%E4%BA%9E%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8%E5%88%A9%E4%BA%9E%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E%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E%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E%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6%99%AE%E7%89%B9%E6%AD%A3%E6%95%99%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91%E6%99%AE%E7%89%B9%E6%AD%A3%E6%95%99%E6%9C%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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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難之路的最後五個站，是耶穌受刑的

山丘，到耶穌死後幾個世紀，古羅馬君士坦丁

大帝信奉基督教，其母太后 Helena 也來耶路撒

冷朝聖，並且下令在此山丘興建一座華美教堂，

名為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一般譯作

「聖墓教堂」，因為當年 Helena 曾在此發現耶

穌的原始墳墓。 

今日的聖墓教堂已成為耶路撒冷最神聖的

地方，但其實最初的教堂已於公元六世紀的波

斯人入侵時被毀，如今所見已經過多次修復。

朝聖者不管是信徒或非信徒，因為它交匯了那

麼多的歷史和傳說，加上結合民間信仰和基督

教義而生敬畏，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十一站: 耶穌被釘十字架「…他們扎了我的手，

我的腳，我的骨頭我都能數過；…」詩二十二 : 

16-17) 。「…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

伯來話叫各各他。他們就在那裡釘衪在十字架

上。」(約十九: 17～1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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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內的聖壇原是耶穌被釘十字架之地，這個

在一九三八年奇妙地用馬賽克從新裝修好的拉

丁主壇壁畫紀錄了耶穌在刑場受難的過程。標

記著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那是在祂母親的

視線範圍內。 

 

十字架第十二站: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耶穌大聲喊著說: 我的神，我的神，你為甚麼

離棄我? 」( 太二十七: 46) 

這希臘祭壇是以東方風格裝飾。立在加略山的

岩石上，位於昔日耶穌與兩個強盜同釘十字架

←    教堂聖壇，地

板鑲嵌了馬賽克圖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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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在基岩內下面，有一大裂縫是昔日耶

穌死時地震所留下來的。在加略山主壇之間的

小副壇有一像裝飾著。那是十六世紀所做，是

一七七八年從⾥斯本送來的。它勾起聖母瑪利

亞的傷痛，象徵著母親們對失去她們的孩子永

不能磨滅的傷痛。 

十字架第十三站:耶穌身體從十字架上被取下來 

「有一個人名叫約瑟，是個義人，為人善良公

義。這人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就取下

來。」( 路二十三: 50，52，53) 耶穌的母親當

時在那裡。耶穌從十字架上被取下來，安放在

一塊長方形、薔薇⾊的石灰岩石上，母親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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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替耶穌擦身作安葬前的處理。據說耶穌從十

字架解下後，屍體被灑滿了沉香、沒藥和聖母

瑪利亞的淚水，再用麻布裹著全身，放在這塊

大石頭上。 

第十四站：耶穌被安放在墳墓裡 

最後一站是基督

信仰最神聖的地

方，這是耶穌被

埋 葬 及 復 活 之

處，聖墓有自己

的禮拜堂，位於

聖墓大殿內，是

整個教堂的焦點

所在。 



91 
 

聖墓是十字軍羅馬君士

坦丁大帝的母親海倫娜皇太后

朝聖時所建造，原教堂留下遺

址為現教堂基地下面兩呎之處，

完好的馬賽克地面，如今將一

塊地板拉起來便可以看到。 

聖墓堂出來前往雞

鳴堂參觀，雞鳴堂

是大祭司該亞法的

官邸。紀念耶穌被

大祭司逮捕、在院

中受審時，彼得遙遙相隨，與群眾混入了大祭

司的院中，當被人認出他是耶穌的跟隨者時，

彼得卻發誓矢口否認認識耶穌。正當爭辯之時， 

晨雞在附近喔喔報曉的啼聲劃破了夜空，遭受

徹夜刑審折磨的耶穌轉過頭來，用疲乏卻充滿

了慈愛關切的眼神看著彼得，當彼得的眼神與

主的眼神接觸的瞬間，主的一句警語在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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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中響起: 「今日雞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認我。

彼得此時如受電擊，掙扎著起身跑出去，大聲

痛哭。」(路二十二:56-62) 他悔恨自己的驕傲

和誇口， 這是他一生中的最痛。 

雞鳴堂是一座

羅馬天主教堂，位於

耶路撒冷城外錫安山

的東坡。 

 

這座教堂是紀念彼得雞叫前三次不認主的

地方，也是記念耶穌在幽暗水牢裡的孤獨。因

我們到得較晚，教堂已關門不得其門而入，只

好在外面參觀拍照留念。 

雞鳴堂 (Church of Saint Peter in Gallicantu)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4%A1%E5%AE%89%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4%A1%E5%AE%89%E5%B1%B1
http://news3pic.cdn.org.tw/uploads/big/8457f3d7fb46d95c8888c134e5a07e2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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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鳴堂是彼得否認耶穌事件的發生地點。

457 年此處建起了一座拜占庭小教堂，但是在

1010 年被穆斯林入侵者所毀。1102 年十字軍

重建小教堂，並使用今天名稱。耶路撒冷陷落

以後它再度淪為廢墟。 

當祭司長和民間文士上前捉拿耶穌，祂沒

有掙扎、也沒有為己辯屈，祂被綁上雙手去見

大祭司該亞法。這是耶穌生命中最孤獨的一夜，

過了這晚，祂就要走上十字架的路：汙辱、鞭

打、受刑。在耶路撒冷雞鳴堂底下，有一個自

公元一世紀保存到現在的水牢，我們小心往下

走進水牢，目前已無水，儘管經過整建，仍散

發著冰冷森涼的氣息。牆上有懸吊罪犯的鐵環，

領隊 告訴

我們 ，這

裡就 是耶

穌受 刑前

夜所 待的

地方 。走

http://news3pic.cdn.org.tw/uploads/big/748b5d864cc4a6ed1efc830695b0f66d.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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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地下水牢，一股壓迫感頓時襲來，千年石牆

和地板透著寒氣，頂端有個圓洞，就是犯人被

綁著雙手、垂放到牢底的入孔。 

約翰福音 18 章記載耶

穌被綁去見祭司該亞

法，其宅邸就是雞鳴

堂所在地。這裡在主

後 457 年建為拜占庭

小教堂，後被毀，至⻄

元 1102 年進行修整，

1931 年才完工。教堂屋頂有隻⾦⾊公雞，描述

彼得三次不認主的故事。雞鳴堂共有三層樓，

大堂是耶穌受審的地方，第二層是家中庭院，

第三層即是關犯人的地

窖。被審訊、毆打後的耶

穌，從這裡被扔進數公尺

深的水牢。方形洞口是軍

兵看守犯人的地方；許多

吊進水牢的洞口。↑ 

http://news3pic.cdn.org.tw/uploads/big/dc4b466f6e555a52513adb6b97e95bd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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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會到水牢裡禱告、唱詩、讀經。 

每年許多信徒前

來此地，試著想像耶穌

在潮濕、幽暗水牢裡的

心情，圍繞著這個地

方，流有無數的眼淚。

這裡也是彼得三次不認

主的地方，當最後一聲

雞啼讓他痛哭；兩千多

年後的今天，駐足遊客也會在踏進地牢時流下

悲傷的眼淚。「耶和華啊，你為何丟棄我？為

何掩面不顧我？我自幼受苦，幾乎死亡；我受

你的驚恐，甚至慌張。」詩八十八:14-15 

耶路撒冷不是水資源豐富的城市，能擁有私人

蓄水池的必是富豪以上階級。在池子防滲水功

能喪失後，就會被改裝為囚禁犯人的水牢，讓

重刑犯在暗無天日、潮濕的滴答流水中度日，

不通風又濕熱的水牢外，有被囚禁的主耶穌的

塑像。耶穌在受刑前夜的孤獨是我們的典範。

http://news3pic.cdn.org.tw/uploads/big/d1709d673d8db5d923ff1220f8d37b42.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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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耶穌揀選我們往前走，即使很困難，卻不會

孤單，因祂永遠與我們同在。 

沒有人肯為別人死，唯有耶穌願意: 耶穌一生回

應父神的呼召，願衪也同樣堅定我們的信心，

永遠不放棄。 

從雞鳴堂旁邊有下坡階梯，前往彼得三次

不認主的塑像的地方。此雕像刻劃彼得在大祭

司院外烤火、當有人認

出他，他慌忙否認：

「我不認得祂」 

 

 

▲Return to Contents 返回目錄 

←在雞鳴堂旁邊彼得

三次不認主的塑像 

次不認主的塑像  

http://news3pic.cdn.org.tw/uploads/big/9c1ea139c705796a5e715ff6cfe208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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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語      李梅筱敏 
 

三十三年,是主基督活在世上的日子,也是麥恆

長老會經歷過無數的風雨仍屹立在麥恆的日子。

基督的一生雖然在貧窮和苦難中渡過,祂仍堅持

過聖潔的生活,選立門徒,務要將福音傳開。祂

滿有異能,行無數神蹟奇事。就像今期的「麥

穗」,於截稿前一星期只收到來稿兩篇,誰知經

過師母的告急邀請,稿件就如雪片般飛來,內容

豐富,圖文並茂,讓我們知道麥恆長老會內眾多

的肢體能夠彼此建立及支持,以回應主給我們在

這 33 年來充滿歡樂和平安的日子,及無盡的恩

典和祝福!  

 

你使他在遭難的日子得享平安... 我心裏

多憂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歡樂。 

(詩篇 94 章 13 . . . 1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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