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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主 CCIUSA
總幹事的話
動向 Latest News

親愛的弟兄姐妹平安 ：
進入2020年，雖然一切都在不確定與
無法預料的光景中，但我們卻選擇只憑信
心，不憑眼見，繼續持守從神來的異象與
目標，使用神國資源服事眾教會。過去幾
個月我們以調整的心態來面對在事工、人
事與經濟的壓力。
在劇變與危機的時代，我們的確面臨
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書房關閉約一個半
月，改以電話服務，所有書展全面取消，
整體銷售下降70%，2020年聖地遊歷團被迫
取消，奉獻人數下降等，但我們相信越是
艱難的時刻，越需要勇敢面對。我們要勇
於面對現實，勇於調整自己，勇於不輕言
放棄，更勇於迎向更新。願你記念我們 !
以下是證主現在與未來的事工規畫，請
你記念與使用。

1. 四月份「證主防疫資源百寶箱」正式
推出
家庭是成長的基石，特別這段居家防疫
期間，孩子與父母全天候共聚一堂，這正
是培育子女身心靈最好的時機。百寶箱為
家長們提供：

願你在百寶箱中找到合適的資源，按照
家庭的需要加以變化，使自己與家人都能
一同成長與更新。我們每周會更新內容，
歡迎你使用。

2. 發展網上教育課程
因應網路學習的需求，我們在教育培訓
方面亦邀請特約講師提供培訓與分享。如
教會希望邀請作者或講師以網上形式加強
教會內的信徒培育，我們可進一步溝通後
定出主題與堂數，本會可提供以下課程：
˙家庭專題 智慧的父親與母親成長課
程，如何培育愛主的下一代，成為在
家教育者，學齡前兒童教育，青少年
問題等。
˙基督徒的職場觀與應用。
˙聖經與聖地課程。

3. 增加電子書出版與推動
增加閱讀的便利性，使讀者在不同設備
下都能使用。特別本會出版的學習課程，
亦能以電子填寫與筆記。

4. 製作教學帶領視頻

˙牧養由家
以聖經為基礎的教養子
女視频 與 討論問題。陸續推出「關心
子女靈命健康」，「如何教導子女禱
告」，「建立子女宣教心」等不同系
列視频，可供家長與小組討論使用。

本會許多書籍可使用為信徒裝備課程，
我們會陸續邀請作者與講師推出配合書籍
的教學帶領視頻，幫助帶領者更有效地引
導學員，提高學習效果。

˙家庭祟拜
適合全家共賞的家庭祟
拜活動視频。生動有趣，寓教於樂。

證主各地辦公室已漸恢復正常營業，我
們的網路書店與 facebook 亦頻繁地更新資料
與提供資源，歡迎聯絡。

˙ 親子共聚
認識你的子女与如何建
立美好親子關係等文章與視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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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 陳蓮香

你的同工

˙好書與見證分享

陳蓮香

˙網路資源連接

2020.05.20

證主 CCIUSA
Message from Executive Director
動向 Latest News
This Dear Partners in Christ,
When we enter 2020, it seems everything
is uncertain and unpredictabl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We have adjusted our ministries,
personnel and economy in the past five months
by choosing to hold on to our faith, not by sight,
and to continue our goal and vision from Christ
to serve the Churches through our resources.
We are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economic
crisis. We closed our bookstores for one and
half months, canceled all book fairs and 2020
Holy Land tours. Our sales are down 70% so is
our donation. We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with
courage, wisdom to adjust ourselves, never to give
up, and prepare for a new future. Pray that you
will remember us.
The following is CCIUSA’s plan.

1. “The Treasure Ches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Resources of CCIUSA” i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April
Family is the corner stone of growth. During
this pandemic, children and parents are locked in
the same house and it is the best time to nurture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the children.
• Home Shepherding – is a Bible based
parenting and discussion video series.
Various videos are launched, such as “Caring
for Children’s Spiritual Health”, “How to
teach children pray”, and “Building children
for a heart in mission”, etc. The videos are
also good for small group discussion.
• Family Worship – lively, fun and
entertaining videos for family.
• Parenting time – videos for building up
a good parent-children relationship and to
understand your children.
• Good books and testimonies.
• Online resources links.
May you find suitable resources in the
Treasure Chest, adjust them for your family’s
needs so that you and your family can growth

Lillian Chen

together. We update the contents every week and
we welcome you to use them.

2. Develop online educational courses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online learning,
we have invited special lecturers to provide
training and courses. If a church would like to
invite authors or lecturers to strengthen their
believers’ faith, we can further communicate to
determine the theme and number of lessons. We
can provide the following courses:
• Special topics on family: courses for a
Wisdom for fathers and/or mothers, how
to nurture God loving next generation,
education at home, nurturing preschoolers
and discussion of youth issues.
• Christian’s workplace view and application.
• Bible and Holy Land courses.

3. Develop and promote e-books
Increase the ease and versatility of reading on
different devices. Our special published e-study
courses enable students to take notes and fill in
the blanks online.

4. Develop teaching videos
Many books in CCIUSA can be used for
equipping believers. We will continue to invite
authors/lecturers to produce teaching guides’
videos for their books to help the teachers to
teach more effectively and efficiently, at the same
time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s rate.
All CCIUSA bookstores have resumed
normal operations. We frequently update the
information of our resources on our online
bookstore and Facebook and we welcome you to
browse and contact us.
Your Partner in Christ,
Lillian Chen
CCIUSA director
May 2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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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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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養由家系列講座

文字 LITERATURE
「在證主‧讀經典」—從心得力
出版 MINISTRY

《心意更新》
如何調整內心生活

(Ordering Your Private World)
作者：麥哥登
(Gordon MacDonald)
出版者：福音證主協會(香港)
在今日，「最近忙嗎？」
的問候語，漸漸替代了「最近
好嗎？」
也越來越多的人覺得「如果我的答案是
『最近實在是太忙了』，這會表示自己足堪
重任。」並且潛意識中，很可能也覺得自
己是一位在職場重要的人，所以才會忙得不
可開交；漸漸的，基督徒好像也被社會環境
影響、催逼得變成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
世界：外在、公開的世界，包括了工作、
娛樂、財務、社交圈……，成功、名聲、權
力、財富……是這個世界的衡量標準；相對
的，這個世界也比較容易應付，這個世界用
忙的程度衡量個人的成功，連教會中似乎也
是如此，好像愈忙愈表示神正在大大的使用
這個人；好像教會人數愈多，天上的賞賜也
會愈大。
而另一個世界則是內心世界，這是一個
人衡量決策和價值的中心，也是自我反省、
認錯悔改，更重要的這是一個敬拜神的地
方、是世界的污染進不來的內心世界。
作者說，他實在聽到太多「忙」的抱
怨，他開始想要認真為讀者分析「忙」到底
是成功的表徵？還是會把人帶入混亂的深
淵？
其實，每一位在基督裡扎根得深的人，
都知道「忙」、「茫」、「盲」在現代社會
中，幾乎已經是等同意義的三個字。中國
人說「有諸中，形於外」，一個人的外在顯
現完全是根據內心狀態，我們可由一個人的
外在狀態約略知道他的內心世界是否平靜安
穩。

葛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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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更進一步說：「我
們的真我，其實是彰顯於私
人天地(private world)的範圍
裡：我們的自尊在此凝聚；
我們的動機、價值體系和承
諾的基本決策，在此做出，
甚至與神的親密靈交也在此
進行。……這個『私人天
地』的理想狀態是『有條不
紊』(order)。」我則稱這個private world 為「內心世界」，
有別於「私人天地」也可能
是指自己的房間或是自己生
活環境的某個小角落。內心的平靜安穩唯獨
在神那裡；唯有神可以給我們不摻雜任何雜
質的平靜美好，因為我們的神是一位有次序
的神，在祂，沒有混亂！
因此，人的內在和人的心靈生活，變成
了人問題的真正癥結所在。但是作者說人的
內在有種抗衡的力量— 就是聖經裡說的「
罪」— 拒絕這唯有上帝能給予的「有條不
紊」、拒絕上帝的入住。因為因忙碌而引發
的亂七八糟的生活，可以掩飾自己不良的動
機以及錯誤的價值取向。
作者也坦言已經有很多講道或書籍都談
到關於這方面的議題，但卻讓他覺得抓不到
可實行的方法，不知該從何入手，作者說：
「我相信一定有許多人會像我一樣，已明
白要對基督入住我們生命的這個恩典做出回
應，但卻渴求能有一些比較落實、可依循的
方法來著手。」
這本書，就是作者根據自身渴望完成的
一本「讓內心有序」的在信仰裡的生活指
引。
全書有五個部分，第一部分先談我們的
動機— 我們是「被驅迫」著在這個世代裡
必須得競爭成為成功？抑或我們是「被呼
召」蒙上帝賜恩，成為重要的人？被召者的
素質包括明白、正確看待自己是管家的職分
以及不變的委身，例如施洗約翰，就是一

文字 LITERATURE
「在證主‧讀經典」—從心得力
出版 MINISTRY

《心意更新》
位對自己蒙召身分透徹明白，以至於他在
該退的時候可以喜樂、安穩的退到耶穌之
後。
第二部分談「如何運用今生有限的時
間」。我們的生活之道在於懂得在個人成
長與服事別人之間如何分配時間。
第三部份是屬於知性方面 (intellectual)
的討論：我們的智力 ( mimds) 使我們能接
受和擁有關乎創造的真理，但是當如何運
用它呢？
作者在第四部份與讀者談「靈性」。
作者在這裡所談的「靈」，並非神學方面
的議題，乃是指單獨與父神在一起，那特
別又親密的相交處所，作者稱此處為「私
人天地的花園」。
第五部分，作者與我們談「安息」。
這樣的安息與世界的休息娛樂截然不同，
這其實就是基督徒最大、最深的得力來
源，作者認為在上帝裡的安息「意義極其
重大，……它是內在生命條理的基因。」
舉世知名的宣教士米契爾 (Fred Mitchell )在自己書桌上擺了一個座右銘：「小
心無益處的忙碌」；約翰‧衛斯理 ( John
Wesley ) 說：「我從不會承擔過於我安靜
的靈所能承擔的工作量。」我想，這兩位
對自己的警惕也可以成為每一位想要在主
裡深深扎根、內外生活皆有條不紊的基督
徒的大提醒。
也盼望當我們問候對方時，不再以
「最近忙嗎？」作為禮貌性的問候，而
是真心關心對方「最近好嗎？」
本書每一章結束後都附有「研習問
題」，適合小組閱讀、課堂討論，當然，
也適合做為個人靈修的問與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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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調整內心生活

經典短句
˙ 每一個微小的行動，都會陶冶也
會摧毀品行。
˙ 「保守心」的意思是：使自己的
生命有條不紊。
˙ 耶穌無法在「野心家」的內心世
界行大事；耶穌基督只與「被召
的人」一同工作。
˙ 人應當清楚區分「自己做甚麼」
與「自己是甚麼」。
˙ 詩人大衛想像他裡面的靈如一片
青草地，神是牧者，他是羊。神
在這青草地上引領他。
˙ 得勝生活的秘訣是：將最深處的
自我向耶穌投降。
˙ 多數基督徒學會向神傾吐，卻沒
有學習聆聽神。聆聽，是使自己
敏感於住在我們裡面的神的靈的
激勵。
˙ 如果要做有意義的禱告，必須放
緩思緒的節奏，安頓心思。
˙ 安息不單是回顧自
己所做的工，它更
是更新自己信念與
對基督的委身。

葛睿思

文字 LITERATURE
《老爹的叮嚀》讀書心得
出版 MINISTRY

《老爹的叮嚀》
作者：隆梅爾牧師
出版者：天恩
作者為兩位即將離家
上大學過獨立生活的孩子
而寫的。
我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非常感動，聯想到天父也
為我們寫了一本書：「聖
經」讓我們知道祂的愛有
多深。
在人生的路上必會遇
到難處和障礙，希望你牢
牢記住這個原則；聖經值得你信賴。

「祂嘴唇的命令我沒有離棄，我珍藏
祂口中的言語在我的懷裡，勝過我需用的
飲食。」約伯記23:12
神的話永遠不會陳舊或過時。祂的話
是潔淨的、真實的、公義的。如要尋求智
慧、喜樂和福分，必須從神的話語裡面去
找。
聖經是世上最獨特的書，只有此書的作
者會親自來教導你書中所有的真理。你只
要懷著謙卑、渴慕的心打開，聖靈就會來
當你的老師，帶領你明白聖經的真理。

「神的道是活的，是有效的，比一 切
兩刃劍更鋒利，甚至可以刺入剖開靈與
魂、關節與骨髓，並且能夠辯明心中的思
想和意念。」希伯來書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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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讓神的話來
剖析你的生命，指出你
在什麼地方必須改變或
成長。
作者用較多篇幅來
談：智慧、委身、正
直、恩典喜樂的路、順
服、謙卑。

智慧： 真 智 慧 是 按
照事實真相來看人生，
因此你就懂得怎樣做決
定，並且預先知道事情
後果。

委身：成功的人生是靠委身換來的—
你必須委身於神的話、禱告生活、天天與
主同行、弟兄姊妹的團契中彼此扶持。

正直：一個正直的人，無論遭遇任何
環境都可勝過，因為你有把握主必與你同
在。

恩典喜樂的路：若凡事順服神的
話，祂必為你所作的事負責後果。

順服：無論何時，順服永遠是蒙福、
成功的途徑。若順服神，對祂的主權作出
正面的回應，祂必然大大施恩給你。

謙卑：謙卑乃是深切了解到自己在凡
事上都必須仰賴神。

文字 LITERATURE 《老爹的叮嚀》讀書心得
出版 MINISTRY

屬靈的成長：與時間、焦點、經

真正的需要： 我 們 需 要 帶 領 、 保

驗、態度有關，無論你處在任何環境，你
都不斷地在成長。

護、醫治、教導及餵養。神很願意帶領
我們！我們只要仔細去聽祂的聲音。

倘若靠著主耶穌基督所加給我們的力
量，凡事都能做。

結尾作者語重心長提醒兒子們要
緊記： 神是無處不在、無所不知、無所
不能

撒種與收割： 「不要自欺，神是輕
慢不得的，人種的是甚麼，收的也是甚
麼。」加拉太書6:7
大衛的例子： 「黑夜白日，的手在
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盡，如同夏天
的乾旱。」詩篇 32:4。罪叫人感到污穢，
影響人的心，破壞你的情緒，奪走你的喜
樂，影響你的生活見證。你若犯罪，神會
透過各種管道來修正你，直到你懷著一顆
破碎的心回到祂的面前。

如何對付罪：「 我 向 你 陳 明 我 的
罪，不隱瞞我的惡。我說，我要向耶和
華承認我的過犯，祢就赦免我的罪惡。」
詩篇 32:5。如果你把所有的過錯攤在主面
前，誠實認罪，神就會洗淨你一切的罪。

禱告的真諦： 禱告是面對任何挑戰
的首要步驟。禱告應該是一種生活方式，
而不是一個事件。「要常常喜樂，不住禱

告，凡事謝恩，這就是神在基督耶穌裡給
你們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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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身在何處，只要你呼求神，祂
必垂聽。然而你若與主同行，就不虞
匱乏聖靈的供應或祂的愛判斷對錯的原
則：只要問問自己「是否耶穌也會這樣
做呢?」
你所渴慕的東西會控制你的思想，
甚至支配你的行動。希望你能養成每天
想念天堂的習慣，如此就能提升你的眼
界，也提升你整個人的焦點。

教育 TRAINING
培訓 MINISTRY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
最失敗的一次領獎

那一天，我們夫妻再加兩對與我們同齡
夫婦和一位單身朋友，一行七人同一部車去
餐廳，一路上，話題全離不開孩子的教養問
題。
「父母應當傳達對孩子的期望，告訴孩
子他們應該追求怎樣的人生。」
「許多家長把自己未達成的目標轉託到
孩子身上，這有形無形地就給孩子許多壓
力！」
「這不就是給孩子洗腦嗎？」
「這怎麽算是洗腦？這是從小灌輸孩子正
確的價值觀。我們要孩子養成良好習慣，不
論是學習、生活紀律等等，這都是為著孩子
的好處。」
我在後照鏡裡看見他們滔滔不絕的高談濶
論，連那位單身友人也發表意見。
「不要給孩子太多壓力，鼓勵他們追尋
自己的興趣，不然弄巧成拙，孩子力不能勝
或不能認同，會一概拒絕家長的建議。」
「孩子若不是貝多芬、莫扎特的材料，
就勿須花大錢讓他們學習鋼琴或其他樂器，
把課外學習排得滿滿的，生活緊張無比，孩
子沒有透氣的時間，還把親子關係弄僵了。
相反的，我也遇過有的孩子真的想讀音樂，
家長硬是不准，說那是不能賺錢的行業。」
「這就是華人家長的盲點！我們移民海
外，還自認教養兒女比當地人高明，說其他
種族一點兒也沒有教養有出息孩子的方法。
」車後的討論越來越熱烈。
「各位安靜一下，右邊的這家商場是我
們教養兒女最慘痛、最失敗的地點。」來
到一個十字路口，我突然打斷後座眾人的討
論。
「怎麼了？」片刻靜下來後終於有人發
問。

李道宏牧師

9

「三十年前，這家商場剛剛開業，開幕
慶祝活動包括一個兒童繪畫比賽。」我回憶
著。
「那是二十五年前，是大女兒小學一年
級的事。」妻子的記憶力比我好。
「我們當然叫她參加比賽。全家三代，
包括曾經是美術老師的祖母都加入，幫女兒
畫畫。」我說。
「這不是小孩子的比賽嗎？怎麽……」 那
位未婚友人打斷我的話。
「哎呀，這就是標準的中國虎爸虎媽！
孩子的學習、比賽都是全家總動員。」有人
立刻替我回應。
「對呀！我女兒的手工加上爸爸的指導
建議，再加上祖母的修飾點綴。全家努力，
當然，女兒得到頭獎！」想到那張傑作，回
憶逐漸清晰。
「那怎麽會是慘痛失敗呢？」有人追問。
「商場頒發了兩個頭獎，得獎的小朋友
可以在商場裡選擇她們喜歡的東西，放在商
場提供的兒童推車籃子裡，時限三分鐘。頒
獎當天來了許多客人，還有電視台採訪。」
這是從事發到如今，我第一次回想這件事。
「後來呢？怎麼了？」朋友異口同聲
問。
「另外一位小朋友是個白人孩子。她先
到了玩具區，好久才拿定主意選了一個大洋
娃娃，接著再到糖果區慢條斯理地挑選。可
是因為洋娃娃太大，她只能勉強放一包糖，
就高興地回到爸爸媽媽前炫耀拿到的。」我
還記得她一家人興奮擁抱的情景。
「輪到我女兒時，她立刻衝到賣相片的
地方，把一盒盒的底片、錄影帶，非常整齊
地放在籃子裡。

教育 TRAINING 關心子女靈命健康專欄 ―
最失敗的一次領獎
培訓 MINISTRY

李道宏牧師

「她為什麼選這些東西？」單身友人
再問。
「哎呀，我知道，因為那些東西雖小
卻昂貴。」一位朋友立刻回答。
「也是爸爸需要的，還可以送給別
人！」我承認。
「你女兒怎麽 知 道要排整齊……？」另
一位問。
「不瞞你們，我們帶女兒在商場練習
了幾個晚上，教她如何把東西排好，以致
能在籃子裡放入最多東西。」我帶著一絲
羞愧的承認，迎來一陣陣驚嘆。
「哇塞，你們實在是太…… 太……」
友人竟然說不出話來！

李道宏牧師主講「信二代牧養」：

「不過你們這個女兒長大後很傑出，
不是嗎？她還記得這家店嗎？有沒有說爸
媽害了她一輩子？」另一位朋友笑著問。

歡迎免費使用李道宏牧師主講「信二代
牧養」，網址 xinerdai.world。

「當然了，她說，這是影響她一生的
轉捩點。」妻子笑著說。

本文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Le632G0k4pg：
成為孩子愛主的榜樣

「我承認，我們做的太過分了！千萬
不要學我們。」我實在是很不好意思，還
好我們在孩子幼年時就教導他們聖經真
理，長大後，孩子們也都能夠在聖經教導
中行路不偏斜。
孩子所表現出來的，都是從父母身上
領受的，不論是生活態度或是信仰態度，
父母的榜樣會奠定孩子一生如何生活的基
礎；當然，有堅定信仰的父母，一定也會
為兒女的信仰帶來深遠的影響。身為父
母，不要忽略自己的一言一行及對信仰的
堅持，因為，我們是孩子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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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
照著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以弗所書
六：4)

關懷 CHINA
疫情中的植苗兒童
圖/文：溫子與
植苗青年
中國 MINISTRY Seedling Children during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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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苗地區目前疫情狀況已經逐漸穩定，偏遠
山區的家庭基本上恢復正常生活，交通也都解
除封閉管制，兒童們也陸續恢復返校上課。有
些教會在4月份就恢復正常聚會，有些則尚未開
始，關於夏令營方面也是停止舉辦。大專院校
還開不了學，學生則仍然以網路視頻上課，老
師預備作業，學生以自學為主。

The pandemic situation at seedling project area is
stabilizing. Those who live in remote areas resumed their
normal life with lifted transportation ban. Children
are back to school now. Some churches have resumed
Sunday services since April and some have not. All
summer camps are suspended, college campuses are
still closed with online programs for students. Teachers
prepare homework while students learn by themselves.

以下是植苗資助的一位大學生所做的家庭訪
視。

The following is a report of a family visit by a
seedling college student.

藍 小 弟 現 讀 六 年 級 ， 今 年 13
歲，家中有 5 口人。雖然大山裡沒
有幼稚園，但是藍小弟從小就隨同
家人去參加教會；在教會裡的老師
會像幼稚園裡一樣教植苗兒童們唱
歌、跳舞、畫畫等，所以現在的他
很活潑，成績也非常不錯。
為了能考到縣城裡和哥哥姐姐
們一起的中學，疫情期間他也是很
認真的學習，是一個積極樂觀的男
孩子！在我去他家的時候也是非常
熱情的炒菜做飯給我做客，這點
讓我非常感動和敬佩，小小年紀的
他幾乎全部家務都會做完。在得知我有一把吉
他時，他表示也很感興趣，我便邀請他來到我
家，教他彈了一小段。
我非常感謝植苗計畫帶給我們的幫助，能夠
讓我們大山裡的孩子有機會接受教育，並且接
觸許多新鮮的事物，也為我們帶來許多歡樂！

Little Lan is 13 years old and
attends 6th grade. This is a family of
5. There is no kindergarten in this
village, but little Lan went to church
(a Seedling sponsored church) since
very young, and the teachers in the
church have taught him singing,
dancing and drawing just like other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 He is very
active and have good grades.
In order to enter the same high
school in the city as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he studied very hard even
during the pandemic. He is positive
and enthusiastic. When I visited, he welcomed me and
cooked for me. I was deeply touched and admired him
because he could do all the housework even at his young
age. He was very excited when I presented him with a
guitar. I then invited him over and taught him a little.
I am grateful to what the Seedling Project has
brought us-love and happiness to all the children in
this remote mountainous village. We also enjoy their
happiness.

聖地 HOLYLAND
遊歷 MINISTRY

把聖經當地圖
記以色列、約旦深度行

編者按：余國亮博士為《神國》雜誌
前外展單元企編，過去編輯過許多外
展力作，頗受好評。此文為他退休之
後，首次踏上聖地，對各景點記述詳
盡，分享深入動人。感謝殷嘉蓮姊妹
提供拍攝照片，豐富全文。本會特規
劃三期刊出。相信對有興趣參加的弟
兄姊妹必有所幫助。
總部在休士頓( Houston )的「美國福音
證主協會」(CCIUSA，http://www.cc-us.org/)
，在2019年4月25日至5月9日舉辦為期15天
的「聖地以色列約旦深度行」。筆者有幸參
加，獲益良多，深謝神恩，特撰寫此文，簡
介約旦和以色列之古蹟，歸納這次深度行成
功的原因，供信徒和有興趣舉辦此類旅行的
教會作參考。

一、約旦的景點
尼波山(Mt. Nebo)在首都安曼的東北，南
鄰摩押平原，可以俯瞰死海。據說天氣好
時，能眺望以色列，遠至耶路撒冷。摩西帶
領以色列人在曠野行走 40 年，由於擊打磐
石兩次，不完全遵守神命，故神不讓他進入
應許之地，只可以在此山上遠眺應許之地。
該山上豎立一座銅蛇的雕像。當日以色列人
在以東地，因行路甚是艱
難，埋怨神，受神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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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國亮
圖／殷嘉蓮

不少人被蛇咬至患病及
死亡。神吩咐摩西製
造一條銅蛇，掛在竿子
上，以色列人只要望這
銅蛇便得存活 (參考民數
記21:4-9）。
死海 (Dead Sea) 之
名源於它鹽分太高，生物不易生存。聖經沒
有死海一詞，但稱為鹽海 (參考創世記 14:3)
。一般海水中鹽的成分是4-6%，它卻是25%
。因此人在其中不易沉下，故很多靠近死海
的旅店都以此招攬遊客。它也被稱為亞拉巴
海 (參考約書亞 3:16)，亞拉巴是乾燥之意。
又被阿拉伯人通稱為羅得海，因羅得曾住靠
近死海的所多瑪 (參考創世記 19章)。死海也
被稱為東海 (參考約珥書 2:20)。它低於海平
線 400米。每天大量的河水流入死海，但沒
有出口。死海一帶的天氣乾燥陽光猛烈，每
天有上萬噸的水被蒸發。有商店出售用當地
死海出產之鹽製造的護膚膏。
彼特拉 ( Petra) 位於約旦的南端，整座城
以岩石築成。舊約稱
它為西拉 ( Sela )(參考
士師紀 1:36；列王紀

彼特拉(Petra)位於約旦南端，
整座城是以岩石築成。

聖地 HOLYLAND 把聖經當地圖
記以色列、約旦深度行
遊歷 MINISTRY
下 14:7；以賽亞書 16:1)，石頭之意。彼特
拉與彼得名字很接近，建於公元 2 世紀。
古時它是以東國及拿巴提人的首都。彼特
拉即舊約的以東。聖經俄巴底亞書詳細
記載以東滅亡之預言及原因。吸引遊客之
處是在巍峨山中，鑿出洞穴作墓穴、神廟
和房間等，建築物令人歎為觀止。由於僅
靠非常狹窄稱為蛇道 ( sig) 的迂迴曲折道路
進入，遊客要特別小心，可以行路、坐馬
車、騎馬，駱駝、驢等，或坐高爾夫球車
進入。從蛇道的盡頭前行可到宏偉的艾爾
卡茲尼(Al Khazna) 神廟。

文／余國亮
圖／殷嘉蓮

耶路撒冷附近建了「死海古卷博物館」來
珍藏。
耶利哥 ( Jericho) 為世上最古老之城市
之一，在海平線以下 224 公尺，可算是最
低城市，屬便雅憫境內。它被稱為棕樹城
(參考申命記 34:3 )，舊約時受咒詛不得重
建 (參考約書亞記 6:26)；以利亞在此升天 (
參考列王紀下 2:4 )；以利沙在此治好水源
(參考列王紀下 2:19 )。它是祭司聚居的地
方，故也稱祭司城。當日約書亞帶以色列
人繞城七天，結果攻破耶利哥 (參考約書
亞記 6:1-21)。該城有一著名桑樹，據說稅
吏撒該曾爬上此樹要見耶穌 (參考路加福音
19:1-10)。
昆蘭山洞和藏古卷之瓦瓶。

二、以色列的景點
昆蘭 ( Qumran ) 是主前 125 年愛色尼人
( Essenes ) 在 此 隱 居 之 地 。 主 後 68 年 因 猶
太人背叛羅馬，波及昆蘭亦受毀滅。愛色
尼人為要保存辛苦抄錄的經卷，放在瓦罐
中 ， 再 收 藏 於 鄰 近 的 山 洞 裡 。 1947 年 有
小牧童為尋找迷路之羊，偶然發現這些手
稿。它們證明聖經可靠，價值連城，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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