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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學習團有感 潘何其敏

    感謝主，本年9月份我和丈夫
參加了中南美洲聖經學院組織
的聖地學習團。今次的行程幫
助我能更立體地認識聖經，加
深對聖經地理、猶太人歷史和
文化背景的了解；這10 天行程
中的所見所聞，對我來說是十
分有意義的！很感謝鄭博士、
鄭師母、吳必能牧師和 Pastor 
Tom Ho  籌備這個非常有意義
的行程！
    感恩上帝為我們預備了一位
很專業和有愛心的導遊，Nee 
是一位很認真的基督徒。每當
我們到達某個景點的時候，她
都會朗讀一些相關的聖經；又
鼓勵我們去思考經文的內容與
我們生命的關係，就好像去到
聖經故事發生的地點實地靈修
一樣。從前讀聖經、唸到一些
聖經地名時，感覺是很遙遠，
與自己沒有多大的關係；如今
身處在這些地點中，彷彿親身
跳進地圖中，是一種嶄身的經
歷和學習，加深了我對聖經的
欣賞。此外，每天晚上，雖然
已經歷了一天行程的辛勞，牧
者還為我們預備了信息分享，
和有關聖地遊的問題討論和分
享的時間，實在讓我們得益不
少！很感謝牧者為我們勞苦擺
上！
    今次的行程我們去了耶路撒
冷、伯利恆、死海、耶利哥和
加利利海等地方，天氣雖然非
常炎熱，要行走的路程也相當

多，當中也有些是年長的弟兄
姊妹，但各人都帶住一個朝聖
的心情，被主耶穌的愛吸引而
相聚於聖地。我們的團員有來
自美國、加拿大、巴拿馬和法
國；其中有宣教士、傳道人和
教會的長老，很感恩有機會接
觸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豐富
了我對各地教會的認識。
    當第一天我們去到耶路撒冷
城的時候，見到這個原來是聖
殿的地方、現在卻迄立了回教
徒的奧馬清真寺。但當我站在
橄欖山上望見這清真寺時，我

想起撒迦利亞書14章4節 : “那
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
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
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
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聖經對主耶
穌第二次再來的應許，讓站在
這山上的我產生一種肅然起敬
的盼望！
    在以色列博物館我們參觀了
耶穌時期的耶路撒冷老城的模
型，第二聖殿的模型；之後參
觀了死海古卷的發現地點昆蘭
洞穴。1947年，死海古卷由一
個牧羊人在這些昆蘭洞穴中發

現；考古學家在第四號洞穴發
現了整卷以賽亞書的手抄本，
是用古老的希伯來文來寫成。

考古學家證實這些古卷在主前
約300年前已經成書; 因此，彌
賽亞的預言是真實的預言，不
是耶穌出生後才補上的。我深
深感受到上帝是掌管歷史的神
，全是祂的主權去決定古卷什
麼時候被發現的。次年，即 
1948 年，亡國了2500年的以色
列竟然復國！我們所信的上帝
是又真又活的神，祂是信實的
，祂的應許永不落空！無論是
事奉或生活，我們今天要好好
抓緊上帝的應許，因為這些應
許成爲我們信心和力量！
    此外，我從沒有想過加利利
海是如此美麗的；也讓我想到
昔日門徒在船上遇到風浪時，
雖然耶穌與他們同在，但仍然
懼怕並且埋怨耶穌（可 4:35-41
），今日當我們遇見人生風浪
時，有沒有全心倚靠和仰望耶
穌呢? 另外，當我們去到耶穌第
一次行神蹟的迦拿村，見到當
時耶穌用來行神蹟所用的大水
缸，經過導遊介紹才知道，水
缸所盛載的水，

是昔日預備為赴宴的客人洗腳
的；耶穌就是把預備為客人洗
腳的水變成美酒啊！
    到了耶利哥城，有機會見到
撒該爬上的桑樹。導遊解釋由
於昔日牧羊人是最無聊的工作
，因此，園主會聘請他們在桑
樹果子鑽孔，以致它們可以吸
收到花粉，之後果子會長大三
四倍。這裏有一個屬靈的喻意
：當主耶穌介入撒該生命之後
，撒該把他所有的一半分給窮
人，他願意償還被他訛詐了的
人四倍，因為他認識了主之後
，認罪悔改，生命更新、變得
很豐盛。(路 19:5) 同樣，我們
在主裏成長是有Growing Pain，
神容許一些考驗臨到我們，但
是這些苦對我們是有益的。我
們的生命會因此更加成熟，更

加豐盛！
    這個行程讓我體會到上帝一
直保守以色列這個奇妙的民族
，上帝在他們的歷史中行了無
數的神蹟。只要以色列人信靠
上帝，上帝會為他們爭戰，他
們會大大得勝。然而今天仍有
許多猶太人未接受耶穌基督為
他們的彌賽亞。感謝主，因着
鄭博士的關係，有機會探訪宣
道會的一位同工，他是鄭博士
的學生 Richard Xu 牧師。耶路

撒冷宣道會是宣信博士約100年
前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教會，

現在租借給其他教會作崇拜之
用。很感恩，喜見徐牧師帶著
一顆熱切的宣教心，希望能使
用這堂址作基地，去接觸在這
裏的中國人、猶太人和遊客，
願神能大大地使用他和師母！
    行程裏有弟兄姊妹提及爲何
今日基督徒不需要守猶太人的
安息日呢？基督徒尊重安息日
，但不是死守，而是守它的精
義。當摩西提及安息日，我們
不單從一個創造的角度，更從
一個救贖的角度看（參申 5:15, 
來 3:3-11, 太 11:28）。基督徒最
終得著安息的盼望，是來自耶
穌基督爲世人的罪釘在十字架
上，死而復活的恩典。今天，
我們作外邦人能得著救恩，實
在是神的大恩典！甚願我們都
能積極為主作見證，盼望福音
能早日傳遍天下！



  52  (Nov2022)

（上接第1頁）

    感謝主，本年9月份我和丈夫
參加了中南美洲聖經學院組織
的聖地學習團。今次的行程幫
助我能更立體地認識聖經，加
深對聖經地理、猶太人歷史和
文化背景的了解；這10 天行程
中的所見所聞，對我來說是十
分有意義的！很感謝鄭博士、
鄭師母、吳必能牧師和 Pastor 
Tom Ho  籌備這個非常有意義
的行程！
    感恩上帝為我們預備了一位
很專業和有愛心的導遊，Nee 
是一位很認真的基督徒。每當
我們到達某個景點的時候，她
都會朗讀一些相關的聖經；又
鼓勵我們去思考經文的內容與
我們生命的關係，就好像去到
聖經故事發生的地點實地靈修
一樣。從前讀聖經、唸到一些
聖經地名時，感覺是很遙遠，
與自己沒有多大的關係；如今
身處在這些地點中，彷彿親身
跳進地圖中，是一種嶄身的經
歷和學習，加深了我對聖經的
欣賞。此外，每天晚上，雖然
已經歷了一天行程的辛勞，牧
者還為我們預備了信息分享，
和有關聖地遊的問題討論和分
享的時間，實在讓我們得益不
少！很感謝牧者為我們勞苦擺
上！
    今次的行程我們去了耶路撒
冷、伯利恆、死海、耶利哥和
加利利海等地方，天氣雖然非
常炎熱，要行走的路程也相當

多，當中也有些是年長的弟兄
姊妹，但各人都帶住一個朝聖
的心情，被主耶穌的愛吸引而
相聚於聖地。我們的團員有來
自美國、加拿大、巴拿馬和法
國；其中有宣教士、傳道人和
教會的長老，很感恩有機會接
觸不同背景的弟兄姊妹，豐富
了我對各地教會的認識。
    當第一天我們去到耶路撒冷
城的時候，見到這個原來是聖
殿的地方、現在卻迄立了回教
徒的奧馬清真寺。但當我站在
橄欖山上望見這清真寺時，我

想起撒迦利亞書14章4節 : “那
日、他的腳必站在耶路撒冷前
面朝東的橄欖山上．這山必從
中間分裂、自東至西、成為極
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
一半向南挪移。” 聖經對主耶
穌第二次再來的應許，讓站在
這山上的我產生一種肅然起敬
的盼望！
    在以色列博物館我們參觀了
耶穌時期的耶路撒冷老城的模
型，第二聖殿的模型；之後參
觀了死海古卷的發現地點昆蘭
洞穴。1947年，死海古卷由一
個牧羊人在這些昆蘭洞穴中發

現；考古學家在第四號洞穴發
現了整卷以賽亞書的手抄本，
是用古老的希伯來文來寫成。

考古學家證實這些古卷在主前
約300年前已經成書; 因此，彌
賽亞的預言是真實的預言，不
是耶穌出生後才補上的。我深
深感受到上帝是掌管歷史的神
，全是祂的主權去決定古卷什
麼時候被發現的。次年，即 
1948 年，亡國了2500年的以色
列竟然復國！我們所信的上帝
是又真又活的神，祂是信實的
，祂的應許永不落空！無論是
事奉或生活，我們今天要好好
抓緊上帝的應許，因為這些應
許成爲我們信心和力量！
    此外，我從沒有想過加利利
海是如此美麗的；也讓我想到
昔日門徒在船上遇到風浪時，
雖然耶穌與他們同在，但仍然
懼怕並且埋怨耶穌（可 4:35-41
），今日當我們遇見人生風浪
時，有沒有全心倚靠和仰望耶
穌呢? 另外，當我們去到耶穌第
一次行神蹟的迦拿村，見到當
時耶穌用來行神蹟所用的大水
缸，經過導遊介紹才知道，水
缸所盛載的水，

是昔日預備為赴宴的客人洗腳
的；耶穌就是把預備為客人洗
腳的水變成美酒啊！
    到了耶利哥城，有機會見到
撒該爬上的桑樹。導遊解釋由
於昔日牧羊人是最無聊的工作
，因此，園主會聘請他們在桑
樹果子鑽孔，以致它們可以吸
收到花粉，之後果子會長大三
四倍。這裏有一個屬靈的喻意
：當主耶穌介入撒該生命之後
，撒該把他所有的一半分給窮
人，他願意償還被他訛詐了的
人四倍，因為他認識了主之後
，認罪悔改，生命更新、變得
很豐盛。(路 19:5) 同樣，我們
在主裏成長是有Growing Pain，
神容許一些考驗臨到我們，但
是這些苦對我們是有益的。我
們的生命會因此更加成熟，更

加豐盛！
    這個行程讓我體會到上帝一
直保守以色列這個奇妙的民族
，上帝在他們的歷史中行了無
數的神蹟。只要以色列人信靠
上帝，上帝會為他們爭戰，他
們會大大得勝。然而今天仍有
許多猶太人未接受耶穌基督為
他們的彌賽亞。感謝主，因着
鄭博士的關係，有機會探訪宣
道會的一位同工，他是鄭博士
的學生 Richard Xu 牧師。耶路

撒冷宣道會是宣信博士約100年
前在耶路撒冷所建立的教會，

現在租借給其他教會作崇拜之
用。很感恩，喜見徐牧師帶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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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遊的兩種視覺
(聖地遊的默想)    吳鳴飛

    (一) 昔日耶穌從殿裡出來的時候，門徒彷佛與
我們一样，稱羡耶路撒冷宏偉的景色，說：「夫 
子，請看，這是何等的石頭，何等的殿宇! 」1  
    (二) 但耶穌看見這城，卻有不同的眼光，且就
為它不久之將來之遭毁滅而哀哭，說：「巴不得
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事! 」。 2 
    (三) 這次我們的聖地遊，踏上「苦路」十四站
，看到不少「虔誠」的朝聖者，邊走邊唱哀歌，
記念耶穌走上各各他路之掙扎苦痛，並重演耶穌 
背著自己的十字架，走苦路，受苦難之淒苦 !
    (四) 但耶穌會有何想法？祂會说：不要同情我
。無知的人哪，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祂的荣耀
，豈不是應當的麼？3：「你們用私意崇拜，自
表謙卑，苦待己身，其實在克制肉體的情慾上，
是毫無功效的 ! 」4 
    (五) 我們那天暢遊那平静且蔚藍如鏡的加利利
海，欣赏那綠油油的田野，踏上那加利利人耶穌
在迦伯農，拿撒勒地的腳踪，在美好的景色中都
陶醉了!

    (六) 但耶穌所懷的心情卻截然不同：「祂走遍
各城各鄉，在會堂裡教訓人，宣講天國的福音，
又醫治各樣的病症。我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
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 !
」5
    (七) 我們離别依依：慶幸這次能踏足聖地，重
尋昔日耶穌的腳踪，我們實在有福了 !
    (八) 然而復活後的耶穌對多馬說：「你因看見
了我纔信。那沒看見就信的，有福了!  」但願我
們能有更深属靈的認識：知道那看見的是暫時的
，那看不見的是永遠的。6

注：1 可13:1
    2 路19:42
    3 路24:25 - 26
    4 西2:23
    5 太9:35 - 36
    6 約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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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遊; 歡樂聲! 何錦和

試探山旁遇試探 
    據說就是在這地方，耶穌禁
食四十日之後就被撒旦試探。
山上有一間修道院，導遊說有
一位修士上去之後就一直沒有
下山，所需物資都是其他人下
山代購。為什麼他堅持留在山
上不下來? 可能是恐怕下山之後

，就要接受試探!? 因為山旁就
有間名叫 「試探廊」 的商店。 
我們下車時，就有一位親切的
銷售員給我們免費試食椰棗，
這個小小的試探就可能成為很
多人大大的跌倒，因為椰棗實
在太清甜太美味了! 信步走進商
店, 琳瑯滿目。有吃的，有用的
，又有擺設的。我一面吃著免
費椰棗，一面抵受著試探，真
不容易! 最後看見用橄欖油造的
肥皂，是「家中領導」囑咐要
買些回來的，所以就是半跌倒
的買了四個! 眼見團友都大有收
穫，真的名不虛傳，是試探山
的「試探廊」! 

渴了，來了，但不能喝!
    走在通往八福山教會的小徑
中，可以看見清澈的加利利湖
水與蔚藍色天空相輝映，兩旁

樹木青蔥，不時會看到八福金
句! 彷彿走進聖經中，聽到耶穌

在講論八福。邂逅看到一個小
泉，流水淙淙。 旁邊豎立聖經
模型的宣告:「人若渴了，可以
到我這裡來喝！ 信我的人就如
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
水的江河來。」(約7:37-38)  我
心動了，正想走前嘗嘗那「活
水江河」之際，猛然看到旁邊
另一個警告牌寫著: 「此水不能
飲用!」只好感嘆，墮落世間無
清泉，唯獨耶穌有永福! 

最古老的過山車 
    死海「浮游」之後，梳洗完
畢，還有一點時間，有些團友
已經上了旅遊車休息，準備下
一程。 停車場旁邊也停泊了一
隻「沙漠之舟」，供遊客經歷

騎駱駝的樂趣。每次只是五美
元, 還可以拍照，算是超值。我
經過麗容和玉朝姐妹身旁，跟
他們搭訕，隨口叫她們騎駱駝
去!  誰知她們爽快回應，去就
去吧! 她們邊走邊談，甚為興奮
，笑聲充滿了整個停車場! 幾經
辛苦，兩位姐妹始終「爬」上
了駱駝背，他們還未定下來，
「駝手」哥哥已經開始啟動!「
沙漠之舟」後腳一站，兩位姐
妹應聲前傾，麗容姐妹在前，
自然反應之下，拼命抓緊鞍前
的手柄! 玉朝姐妹在後，抓無可
抓，唯有緊緊攬著麗容姐妹的
蠻腰，一時間，驚叫聲，歡笑
聲，混雜一起。驚魂未定，「
沙漠之舟」前腳再站，兩位可

愛的姐妹以極快的速度，被拋
到「正常的位置」。在這片刻
之間，她們經歷到最古老過山
車的驚險震撼!  另一邊廂，永
光弟兄偷閒車上，一面隔窗觀
看，一面休閒喝水。 突然看見
姐妹搞笑場面，不由得噴水爆
笑，弄得衣襟盡濕，甚為狼狽
，險些兒喘不過氣來!  

聖地之旅趣事 李麗容
鼻鼾聲的奇想

    今次聖地之旅，安排我和朝
姐同住一間房間，第一晚半夜
給朝姐的鼻鼾聲噪醒來，要一
邊睡一邊禱告讓我重回睡夢中
…
    第二天醒來朝姐居然先說我

鼻鼾聲大，令她睡不好覚，我
説你的鼻鼾聲也不弱啊！
    其實那麼多年來都是自己一
個人睡覺，自己有沒有打鼻鼾
，這個問題真的不知道。第二
晚情況一樣，但我偷偷地將朝
姐打鼻鼾聲錄音，但沒有轉發

給她聽，第三個早晨，她居然
錄了我打鼻鼾聲發給我聽，我
一聽之下和朝姐的鼻鼾聲作比
較，有趣的是音律各有千秋，
突然間腦海出現一個奇想，如
果收集多些人的鼻鼾聲結合在
一起的聲帶，

就好像以往不能實體敬拜的時
候，詩班人員要各自錄音，然

後發給嬌姐姐合制，出來的效
果也不錯啊！若果用這個原理
來將各人的鼻鼾聲合併在一起

的話，相信出來的效果會讓人
很開心，可能就此改變人們對
鼻鼾聲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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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之旅 陳光昭

    2022 年 9 月，我有機會參加
了以色列之旅，帶我們穿越了
耶路撒冷、伯利恆、死海、耶
利哥、加利利海和周邊地區。

反思
    當我身處聖經中讀到的地點
和環境 --- 從坐在橄欖山上俯瞰
聖殿山，到在加利利海乘船，
再到站在米吉多山上俯瞰耶斯
列谷 --- 同時聆聽聖經，讓我們
對上帝的話語有了更深刻和個
人的理解和欣賞。例如，在橄
欖山上俯瞰聖殿山，思想到當
耶穌告訴門徒將要發生的事情
時，如聖殿的毀滅和他的第二
次降臨（太 24-25 ）你會感到
敬畏。還有一次，我們在加利
利海，導遊分享了關於耶穌平
靜風浪的故事（可 4:35-41）, 
讓我們反省到在考驗中時，我
們的信心在哪裡？
    我很感恩能有一位基督徒導
遊，她視自己的角色為一種職
業和服事，而不僅僅是一份工
作。當我們參觀這些境點時，
她會朗讀相關的聖經，並鼓勵
我們考慮如何將這些教導應用
到我們的生活中，並強調基督
的復活和信徒確定的盼望。在
我們走過苦路時，她帶我們經
歷了基督被釘十字架的過程，
並要求我們反思主為我們忍受
的苦痛，作為我們罪的挽回祭
。她還向我們展示了在耶穌頭
上的荊棘冠冕的那種荊棘。基
督承擔了巨大的痛苦，以致我
們得到赦免。

觀察
    我們參觀了許多被認為是“
神聖”的地方（他們的觀點，
不是我的觀點）。值得注意的
是，我在這些地點看到了兩個
宗教團體：一方面是極端東正
教和哈雷迪猶太人，另一方面
是羅馬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從
表面上看，這些似乎是截然不
同的群體。然而，他們有一個
共同點、就是對象徵主義和儀
式主義的熱愛。
    我們看到極端正統派猶太人
對儀式的熱愛，以及他們對符
號和人工製品的依戀。在哭牆
看到他們儀式性的洗手和公式
化的祈禱。儘管猶太民族從上
帝那裡得到了具體而特別的啟
示（羅 9），但他們拒絕了上
帝，建立了自己的“公義”，

最終導致他們拒絕和譴責耶穌
（羅 10）。很明顯直到今天他
們仍無法辨別真相，儘管他們
仍然揭力研究律法（
林後 3）。
    我們還看到了許多
羅馬天主教徒和東正
教教徒，他們擠滿了
“聖地”，包括（他
們認為的）一顆標誌

著耶穌出生地的星和耶穌墓中
的墓碑。他們的教堂裝飾著馬
利亞的照片和雕像，通常數量
超過耶穌的。他們在這些物體
前鞠躬，觸摸或親吻它們，作
為敬拜的行為。
   在聖誕教堂排隊參觀那一夥
星; 一位修女在象徵耶穌出生地
的星前俯伏; 人們觸摸所謂的耶
穌墓碑。這些事情與我們所相
信的形成鮮明對比。我們不會
受制於這些地方、物體、事物
或儀式。相反，我們因着主的
恩典、因信而得救，並且已經
從罪和徒勞的努力中獲得了自
由，從而稱義，繼而被聖靈聖
化（林後 3:17-18）。

感恩
    這次旅程提醒了我們，上帝
已經給了我們救贖的禮物 -- 我
們對此表示感謝。看到許多人
在錯誤的“敬拜”意識中做出
的行為時，我也感謝所有傳承
信仰給我的人，包括我的父母
和教導神話語真理的牧師和老
師，也很感謝能夠在如此難忘
的旅程中與父母建立持久的回
憶，這是來自上帝的祝福。感
謝所有策劃這次旅程的人，特
別是導遊和鄭貽富博士。

鼻鼾聲的奇想
    今次聖地之旅，安排我和朝
姐同住一間房間，第一晚半夜
給朝姐的鼻鼾聲噪醒來，要一
邊睡一邊禱告讓我重回睡夢中
…
    第二天醒來朝姐居然先說我

鼻鼾聲大，令她睡不好覚，我
説你的鼻鼾聲也不弱啊！
    其實那麼多年來都是自己一
個人睡覺，自己有沒有打鼻鼾
，這個問題真的不知道。第二
晚情況一樣，但我偷偷地將朝
姐打鼻鼾聲錄音，但沒有轉發

給她聽，第三個早晨，她居然
錄了我打鼻鼾聲發給我聽，我
一聽之下和朝姐的鼻鼾聲作比
較，有趣的是音律各有千秋，
突然間腦海出現一個奇想，如
果收集多些人的鼻鼾聲結合在
一起的聲帶，

就好像以往不能實體敬拜的時
候，詩班人員要各自錄音，然

後發給嬌姐姐合制，出來的效
果也不錯啊！若果用這個原理
來將各人的鼻鼾聲合併在一起

的話，相信出來的效果會讓人
很開心，可能就此改變人們對
鼻鼾聲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