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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Trip by Ruell Domaoal 

Two weeks before the first flight, our team had 
received news that our one-month mission 

trip to a country had been cancelled. With the six 
of us Australians still willing to serve anywhere, 
we were redirected to another country – a pre-
dominantly Muslim culture with a history and lan-
guage vastly different to what we had prepared 
for. God had brought us halfway across the world 
to journey with, love and share Jesus to, and be 
encouraged by our soon-to-be friends.

Over the month, we partnered with the local mis-
sion team whom ran a language education centre. 
Through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the students, 
they would share the Gospel and then disciple 
their new brothers and sisters. Our role was to 
teach English classes at universities during the 
day, inviting students to the centre, and then run 
the centre’s speaking class in the late afternoon. 
Throughout all this, we would be intentionally 
connecting with them and sharing the Gospel. In 
serving, God brought me to a place where I could 
only rely on Him. I couldn’t rely on my knowledge 
of culture or language as I often would in Austra-
lia; all I could do was sincerely –often awkwardly 
and imperfectly – love my new friends from a 
heartgrounded in Christ, trusting in His Spirit to 
move in their own hearts.

Indeed, the biggest impact and encouragement 
for myself was in journeying alongside the local 
believers. Living in a collectivist Muslim society 
that would shun or heavily discriminate against 
local Christian converts, it was amazing to hear 
how God had moved in each of their lives and 

their own responses to His love. It was not un-
common for them to experience family rejection 
or loss of close friends, yet they still stood firm in 
their decision to follow Christ.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God came with material and social sacrifices, 
but they were joyful and had passionate, con-
suming hearts to share this amazing love to their 
fellow people.

Through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half-
way across the world, God opened my eyes to 
the danger of comfortability here in Australia. In 
countries in this area, they had ‘counted the cost’ 
of following Jesus – which was very apparent and 
tangible – and still chose to be in the love of the 
greatest person. In Australia, it can be easy to con-
sider the ‘cost’ of following Jesus as so minimal, so 
we barely ‘comprehend the breadth and length 
and height and depth’ of His love. God loves us so 
much and He paid such a price for the forgiveness 
of the disgraces against Him. Jesus was humiliat-
ed and tortured because He truly loved the world, 
and He calls us to follow Him.

Living back in daily life after mission, my prayer 
for myself and my family in Christ here in CBC is: 
“That our God may make us worthy of His calling 
and may fulfil every resolve for good and every 
work of faith by His power” (2 Thessalonians 1:11). 
Indeed, that like our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across the world, we may respond to the grace 
and love that God tenderly gives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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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之路:
以色列之旅

感感謝主的恩典和帶領,我們一行八人,來自三個不同教會的弟
兄姊妹於2016年三月參加了由香港新幹缐旅遊有限公司主

辦的約旦、以色列聖地10天深度豪華團,走遍以色列景點,從但到別
是巴,在聖城各地留下足跡,深入探討這個被神揀選具幾千年歷史的
民族,了解他們文化。並親嘗到流奶與蜜之地豐盛的產品,正如申命
記8:7－8所記載,那裡有河、有泉、有源、從山谷中流出來。那地
有小麥、大麥、葡萄樹、無花果樹、石榴樹、橄欖樹和蜜。

這次整個行程緊凑,特别在耶路撒冷的新舊城內外參觀過程中加深
了對聖經的認識,亦因此加强對神的話語的渴慕與看重,行程回來後,
心裡感覺好像靈命得以成長與復興,對信徒和查經组長實在有莫大
的裨益!

是次隨團亦有林以諾牧師,他雖然右腿受傷,仍持拐仗負傷陪同團員,
在行程中亦有很多屬靈教導,其做事嚴緊的態度,牧者的心腸,表露無
遺,實是蒙神大大使用的僕人。在此亦感謝新幹缐旅遊提供專業服
務,悉心的照顧和安排極佳膳食及住宿酒店。除此以外,旅行社又特
别安排兩位有考古學背景的導遊沿途介绍景點,令整個旅遊行程都
能盡善盡美,蒙神祝福,與神有近距離的親密接觸。

2016 
約旦、以色列聖地
10天深度遊

By Susanna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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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曼 
AMMAN
安曼是約但現今的首都,入約但境內,
如持有澳洲護照或外藉謢照的旅客,
需在安曼機場進入海關前,繳交美金
60元作臨時簽証費。約但是巴勒斯
坦一部份, 而安曼則是最大的城市、
經濟和文化中心,1967年阿拉伯以色
列戰爭以來,巴勒斯坦移民大量增加,
市區擴大到四周的丘陵地帶。2003
年 人 口 2 1 2 . 6 萬 , 佔 全 國 總 人 口 的
38.8%,而阿拉伯人是聚居最大的民
族,他們居住在巴勒斯坦的自治區。

尼波山 
MOUNT NEBO
尼波山位於約但,摩押平原的山頂,海
拔約817米,以色列人在進入應許地前
的最後日子，曾在這山附近安營。
在舊約時期,尼波山在舊約 (申34:1) 
稱作毘斯迦。(申34:15)昔日摩西雖然
不能帶領以色列人入應許之地，然
而神在摩西臨終之前,摩西上尼波山,
神讓摩西親眼觀望應許之地。

尼波山上有一所基督教教堂及修道
院, 在進入門口不遠的地方, 有一塊
石頭代表摩西的墳墓, 作為對摩西的
紀念。山頂最觸日的是豎立一巨大
銅蛇杆,紀念昔日以色列人在何珥山
起行, 繞過以東地, 因路難行而抱怨
神, 因而被神懲罰。後來百姓悔改後,
神就吩咐摩西製造一條蛇, 懸掛在竿
子上,凡百姓被蛇咬了,一望這銅蛇,便
得活著(民21:4一9),當我走近銅蛇石
基,就看到有一段經文,而這段經文便
是使徒約翰在約翰福音3:14一15所寫
的其中一段: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
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一切信
他的都得永生”。

如果在春光明媚的日子登上尼波山,
的確可以看見很遙遠的地方,但當日
我們上山時,山上大風及充滿霞氣,矇
矓一片, 幾乎甚麼都看不見。

尼波山山頂豎立銅蛇竿

米底巴聖佐治堂內一幅享
譽全世界的馬賽克地圖, 
採用了200萬塊各種不同
色彩馬賽克石片鑲嵌拼砌
成的。

米底巴  
MADABA
米底巴又被稱為馬賽克城,因為此城
底下都充滿馬賽克石頭的遺跡而聞
名,也是最古老馬賽克砌成的聖地地
圖發現地。

在米底巴有一希臘東正教教堂,名叫
聖佐冶堂。導遊介紹了在聖佐冶堂
內一幅享譽全世界的馬賽克地圖。
雖然地圖不完整,只有三份之一存留,
另三份之二已經被破壞,但仍然可以
看到中東的地理情況,如約但河、死
海、耶利哥等位置。當中我亦發現
耶路撒冷地圖、羅馬的集古大道、
苦傷路以及城牆均清楚顯示,實在令
人嘆為觀止。據說這幅地圖是用了
超過200萬塊各種不同色彩的馬賽克
石片鑲嵌拼砌成的, 至少用5年時間
完成, 也難怪是馬賽克的代表作。

今日發現的遺跡, 如城牆、教堂和其
它建築物, 是從拜占庭時期存留下來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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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記載(創32:12一21)雅各與以掃相會,打發人先往見以掃,要在他面前蒙恩。但所
打發的人回來報告雅各,以掃帶著四百人迎著他來,他就懼怕愁煩。然後將人口和牲
畜分成兩隊,若遇到以掃時,就說是雅各送給他的禮物。於是禮物先過去,雅各夜間起
來帶著兩個妻子,兩個使女,並十一個兒子都過了雅博渡口。這雅博渡口也是雅各和
天使摔跤到黎明的地方,並且將他的大腿窩摸了一把, 雅各的大腿窩就扭了。天使並
在那地方給他祝福和換了他的名字為以色列 (創32:24-28)。

今日所見的雅博渡口只是一條乾旱亂石的溪,難想像到幾千年前在那地方發生過這
麼重大的歷史事蹟。

耶利斯古城遺址 - 
格拉森 
JERASH  
耶利斯古城遺址(Jerash)位於安曼
48公里外,隱藏在寧靜的山谷中,它
是當今除了義大利之外, 仍然保留
羅馬帝國建築風格, 是中東約但最
完美的古城。

遊 覽 這 古 城 , 導 遊 說 昔 日 這 裡 有
羅 馬 拱 型 城 門 , 經 商 大 道 , 劇 場 , 
圓形廣場, 神廟, 街市, 店鋪。
我 們 沿 路 見 到 很 多 巍 峨 的 建 築
物 , 石 柱 頂 所 雕 刻 出 來 的 鬼 斧 神
工 , 實 在 令 人 嘆 為 觀 止 。 其 中 
ColonnadedStreet“Cardo”,是一條
羅馬大道,兩旁都是高的石柱,非常
壯觀。幾千年前的建築, 是人手所
製造, 比起現今的建築, 實在有過之
而無不及!

約旦河
JORDAN RIVER  
約旦河希伯來文的意思是向下。

約旦河可分為上游,加利利海,中游
和死海四個部份,全長590公里,主要
源頭位於黑門山山腰,約海拔500公
呎。到達約旦河觀看,其實是平平
無奇,沒有特出之處,世界上許多河
流都比它大,比它清徹,但神卻選擇
這河流成為聖經故事的舞台;如約
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過約旦河,並吩
咐各支派從祭司腳站定的地方取
一塊石頭,共十二塊石頭,立在吉甲,
以石為記(書3:144:24) 。 耶穌在約
旦河接受施洗約翰施浸。(太3:13-
17)

今 日 以 色 列 在 這 裡 設 立 景 點 , 前
往 的 旅 遊 人 仕 愈 來 愈 多 。 亦 在
約 旦 河 上 游 加 利 利 地 方 , 設 立 一
處供人參觀及浸禮的地方, 名叫 
“Yandenit”。 許多教會團體更安
排在此舉行浸禮。

迦拿(婚宴堂) 
CANA
迦拿是距離拿撒勒不遠的小鎮,耶
穌 的 門 徒 拿 但 業 就 是 迦 拿 人 ( 约
21:2)。迦拿由耶穌時代至今日都
是一個小鎮,若非耶稣在這裡行了
第一個神蹟,可能是名不經傳,無人
認識。聖經記載昔日耶稣在迦拿
婚宴上, 行神蹟把水變酒 (約2:1-11)

。在約翰福音4:46 記載耶穌再到迦
拿時, 是應一個大臣的要求下去迦
百農醫治他的兒子。

今日在迦拿主要有兩間教堂比較
多人認為是主耶穌將水變酒的地
方,一間是天主教的結婚堂, 另一間
是希臘東正教的以水變酒堂。我
們在教堂的地下石室,發現有些石
缸的遺物,這些石缸遺物,幫助我們
明白昔日猶太人的生活習慣和喝
酒所用的器具。

拿撒勒  
NAZARETH
拿撒勒乃約瑟和瑪利亞居住之處,
是天使加百列向瑪利亞啟示她將
要生耶穌的地方。聖經描寫拿撒
勒城,是耶穌自小成長的地方,也是
他展開職事的地方(路:4:16)。馬太
福音、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同樣
記載耶穌曾在會堂講道,卻被同鄉
的人拒絕。

現時的拿撒勒,仍然保持着樸淳的
風味,一般建築工程大多數是幾層
高的石屎建築物,一般道路是細小
狹窄。甚至我們所下塌的五星酒
店,也是外國的四星酒店的而己。

雅博渡口 
JABB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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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喜堂的外貌

報喜堂 -拿撒勒 
CHURCH OF THE 
ANNUNCIATION
根據考古的資料顯示,現時的報喜堂
已是在同一地點建立的第五間教堂,
於1969年建成,成為中東地區內最大
的教堂。

路加福音1:26－38記載天使向馬利
亞報喜訊,就是現今的報喜堂位置,
相傳也是馬利亞當年居住的地方。
教堂的外牆刻有天使加百列向馬利
亞報喜的圖像,並以拉丁文刻上約翰
福音1:14金句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
們中間.....) 教堂的外廊展示了不同
國家送贈的馬利亞手抱聖嬰的璧畫, 
每一張璧畫上的馬利亞都是穿上該
國的民族服裝。

教堂的正門和兩邊的門也有不少雕
刻圖案,正門的六個圖案是新約耶穌
基督的生平:如牧羊人在野地、東方
博士獻禮、耶稣受洗、登山寶訓、
釘十架、復活後升天。左側門的圖
案有:亞當夏娃在伊甸園、挪亞方
舟、亞伯拉罕獻以撒。右側門有一
個馬利亞的雕像。

在離教堂不遠有一銅像,是馬利亞的
全身,脚下踏住一條蛇的頭,使我記
起舊約創世記3:15節的經文 (女人的
後裔傷蛇的頭, 蛇要傷他的脚跟)。

進入教堂後,導遊着我們先去參觀下
層一個岩洞,據說就是天使加百利在
那裡向馬利亞顯現。教堂樓上的一
層則展示更多其他不同國家的馬利
亞璧畫, 配上燈光,非常漂亮。報喜
堂建築宏偉, 教堂內外都充滿聖經
原素,資料豐富,相信建築師或策劃
團體一定花了很多心思和時間去查
考資料及構思, 值得推薦大家務必
去參觀。

但 
DAN
但是以色列最北的邊界,其實以色
列領域不大,聖經形容以色列範圍
時,往往都會用“從但到別士巴”
。

聖經在列王紀上這樣記載:當所羅
門王死後,以色列分為南北兩國,北
國仍稱為以色列,南國是猶大。而
當時以色列國王耶羅波安,為了防
止以色列人到猶大國的耶路撒冷聖
殿獻祭,便鑄了兩隻金牛犢,一隻安

放在伯特利,一隻安放在但,這事叫
百姓陷於罪中,因為他們都去但這
地方拜金牛犢。還有耶羅波安在但
設立邱壇,讓以色列人在此獻祭。

今日的但已變成一個自然保護區,
供遊客遠足的國家公園,並且有不
同路徑,途中經過之處,都會看到約
旦河的另一個水源,但的河水源源
不絕。

這裡可以看到以色列時代的城門,
一座保存得很完整的泥磚城門,及
一個近乎是平台,考古學家導遊相
信,這個平台可能就是昔日耶羅波
安立的邱壇,牛犢就放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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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百農 
CAPERNAUM
迦百農在耶穌時代約有三千至四千
人口,在當時沿加利利湖的城市算是
人口較少,但它卻成為耶穌在加利利
一帶傳道事工的基地,甚至在馬太福
音9:1被耶穌稱為是[自己的城],衪很
多時在迦百農會堂向人講道、教訓
人、趕鬼(可1:21, 23-27)和医治。

今日的迦百農包括了一座會堂及一
些民居的遺址,據說昔日彼得是住在
這裡。會堂的遺址是第四世紀所建
造的, 原會堂共有兩層,可惜現在只剩
下幾條柱像而己。會堂遺址對面為
彼得的家, 此遺址的上面剛重建了一
座很大的教堂。在迦百農花園裡有
一巨型的彼得雕像,行前仔細看,彼得
拿着鎖匙,腳下有－條魚,使我聯想到
彼得是漁夫,鎖匙代表他是初期耶路
撒冷教會的骨幹人物。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will be comforted.
Blessed are the meek,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will be filled.
Blessed are the merciful, for they will be shown mercy.
Blessed are the pure in heart, for they will see God.
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
Blessed are those who are persecuted because of righteousness,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彼得受職堂
CHURCH OF THEPRIMACY OF 
PETER
這裡亦是纪念主耶穌復活後在加利利湖的門徒顯現, 又預備魚和
餅與門徒吃早飯 (约21:1-24) 在彼得堂的外面,有一塊巨大的石頭
連到教堂裡面,據說主耶稣就是在此石頭上為門徒预備早飯, 稱
為主的桌子 (Mensa Christi) 從教堂拾级而下是加利利海邊, 沙灘
有數個心型的石頭, 像徵是愛。

彼得受職堂又稱為彼得首席堂,早期教堂建於四世纪,今天的教堂
則建於1933年,由聖方濟各教士建造。彼得受職堂位於加利利海
邊,乃纪念主耶穌三次問彼得愛主有多深的地方,亦是復活的主在
此問彼得: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在教堂外面不遠處,有一座雕像,是主耶穌向跪下的彼得託付,雕
像下面有一塊字牌, 因雕像位於樹蔭下,雖有陽光,我看得不太清
楚寫甚麽,我相信是寫着 [餵養我的羊]。 

林以諾牧師分享信息:

昔日主耶穌三次問彼得: 你愛我比這些更深嗎? 可能耶穌呼召彼
得放下漁人的工作, 用全時間為主作工。若是今天主耶穌問我們
同樣的問題,我們會怎樣回答呢? 或者神要你參與事工,神呼召你
傳福音工作,你願意嗎?很多時我們忘記主,但主卻没有忘記我們,
衪對我們的愛無微不至。約翰福音21:1-14 記載門徒去打魚, 那
一夜並沒有打着甚麽；耶穌關心他們的需要, 教他們把網撒在船
的右邊,就必得着,他們就下網去,竟拉不上來,因為魚甚多。主耶
稣並為門徒預備早飯與他們一起吃。求主幫助我們思想主深愛

新約聖經記載(太5:1一12)耶穌登山寶訓講述八種屬靈的福氣的山,原址已無從
稽考,八福山現作紀念之用。八福山內的八福堂是一所現代建築物,與一般的教
堂或猶太會堂不同,以八角形設計,代表八種不同的福氣。教堂內的頂部有八個
角,分別以拉丁文將八福列出。

八福山環境幽美,乃退修或靜修的好去處,而八福堂就面對加利利海那裡,山上有
一個美麗幽雅的花園,種植很多樹木和花卉,內有有一處是用馬克石砌成的五餅
二魚的圖案,和沿着行人路旁用馬克石砌成的八福經文。置身在八福山的花園
內,隨着加利利海吹來的海風,予人一種恬靜舒適的感覺,建議大家不妨在此多拍
影留念。

八福山/八福堂 
MOUNT OF 
BEA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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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船暢遊加利利
海
SEA OF GALILEE
加利利海有很多名稱,在民數記34:11
叫基尼烈湖,意即豎琴,這名稱的由
來可能與湖本身的形狀像豎琴。新
约時代, 它有三個名稱; 1) 加利利海, 
因為位於加利利的地區, 2) 革尼撒
勒湖, 因為湖的西北面是革尼撒勒平
原。 3) 提比哩亞海,因為提比哩亞城
就在附近。湖中盛產魚類, 有二十多
種,其中最多的是鲗魚,據說昔日耶
穌吩咐彼得往加利利海邊釣起一條
鱼,並在魚口取出來一分錢交税就是
鲗魚,現代人稱為彼得魚。

當日我們在上船不遠的地方有一間
餐廳吃午膳,品嘗彼得魚,其實沒有
甚麽特別,煮法跟一般炸魚一樣,配
以薯條和沙律。飯後先往八福山,然
後再乘船暢遊加利利海,並餵海鷗,
成羣成羣的海鷗環繞着船搶食,像一
奇景。最感動一刻來臨,就是升旗
禮,以色列國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旗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旗幟先後升上
船頭, 跟着由導遊 (他是猶太人) 領
唱以色列國歌[希望] 希伯來文 [Ha-
tikvah]；大家都盡興而踏上歸酒店
路。

迦密山  
MOUNT CARMEL
迦密山實際上是指整個山脈,並不是
單單一座山,臨近地中海,今日海法
港口的附近。迦密山使人想起列王

纪上18章關於先知以利亞與850個先
知角力的事蹟,包括450個巴力先知
和400個阿舍拉先知。

今日在迦密山上共有兩處有關以利
亞的地方: 一處是一聖馬利修道院
(Stelle Maris), 當中有一座教堂,内有
一個洞穴的遺蹟，在教堂外有一個
以利亞舉刀殺先知的石碑,脚下踐踏
着巴力先知。

米吉多  
MEGIDDO
米吉多因着特殊地理位置,歷世歷代
以來,都成為軍事重地。它位於兩條
重要商業道路的交滙點。因為米吉
多是交通要道,環繞着耶斯列平原,
被稱為古代的糧倉。控制米吉多,就
等如控制耶斯列平原。另一方面,米
吉多四面環山,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各
有進出口,實為最理想的戰略重地,
所以成為古時兵家必爭之地;埃及法
老曾經這樣說,得到米吉多尤如得到
千城。

在以色列王亞哈時代曾重建米吉多,
建有宮殿及儲物室、馬房,又建築了
一條到城外取水的引水道。
今日所見的米吉多是頹垣敗瓦的山
丘, 比四周平原高, 它不是天然的山
丘, 而是人工山丘, 而是經歷無數次
拆毀和在原地再重建,地土變成越堆
越高,成了一個山丘。考古學家在米
吉多廢墟共發現27個地層。

啟示錄預言末世將有一場大戰在哈
米吉多頓,(哈米吉多頓即米吉多),意
思是米吉多進行(啟16:16) 。

希西家水道
當年猶大王希西家王恐防亞述人切
斷水,為保護城裡居民在戰爭時期的
供水，下令在石中從頭門鑒了一條
地下引水道,把城外基訓泉的水引
到城內亞羅亞池,並將泉水的入口封
了。導遊帶我們沿大衛城拾级到希
西家水道, 因為水道建於地底深處, 
有些地方也甚狹窄, 只一人可以穿
過, 亦要注意有多個分义路,很容易
迷失方向。當日我們那團有一位團
友未見他一位朋友出水道出口, 而折
回找尋他, 结果我們呆等了45分鐘, 
才知道他從另一處分义路到另外出
口, 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定跟貼着大隊
走。

耶利哥  
JERICHO 
耶利哥被冠以“棕櫚樹之城”而聞
名,也是目前最古老的城市,據導遊
說最早的居民遺蹟, 可以追溯到一萬
年前。

有關於聖經記載耶利哥的事蹟很多,
例如昔日以色列人未入迦南前,派十
二探子窺探。而約書亞當日帶領以
色列人過約但河進入迦南後,第一個
攻陷的地方就是耶利哥。今日耶利
哥成為一個旅遊景點,店鋪、餐廳及
瞭望台。從瞭望台除了可觀看耶利
哥廢墟外,也可遠望據說昔日主耶穌
受魔鬼試探的山,山腰與山頂都建有
修道院與教堂,是紀念主耶穌被試探
而建的。

耶穌被捕後,押到該亞法的府第審問,在外院裡彼得三次
不認主。(此處現今稱為雞嗚堂)雞嗚堂現今的建築非
常宏偉及美觀,入口的門上刻有彼得三次不認主的圖案,
裡面另一出口,則可以看到一條古舊石仔路遺蹟,就是昔
日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被押到該亞法府第來的道路。導
遊並帶我們到一處狹窄的地下室,這就是耶穌被囚的地
方。

林以諾牧師信息分享:

主耶稣被捕,並且被押在這裡整夜,衪是神的兒子,萬王
之王,萬主之主,竟然為了我們有罪的人,被人如此對
待、凌辱,又被他至愛的門徒三次不認主,當我們想到這
一刻,是否應存感恩改的心呢？當說到這句話時,林牧師
都變得沙啞,有幾個女團友都在淌淚!

該亞法府第 (雞嗚堂) 
CHURCH OF ST PETER IN GALLICAN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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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殿山 
TEMPLE OF 
MOUNT
聖殿山是耶路撒冷的最高點,不僅可
以俯瞰大衛城,城中任何－個角度都
可以在這裡看到。聖殿山之被稱為
聖殿山, 因為第一聖殿及第二聖殿
都在這裡建造。第一聖殿是所羅門
王所建造, 第二聖殿是被擄歸回重
建的聖殿,但第二聖殿已於主後70年
完全徹底被毁,連－塊石頭也沒有留
不, 這正應驗主耶穌在馬太福音24:1-
2 所預言。

今日在聖殿山所看見最引人注目的
是伊斯蘭教金頂清真寺, 清真寺又被
稱為 Mosque of Omar, 於公元688年
至691年建成。伊斯蘭傳統認為穆罕
默德在此處祈禱後升天。相傳為亞
伯拉罕獻以撒的地點。

聖殿是以色列自古至今神聖之址,可
是現在是巴勒斯坦人管理這地,並且
容讓伊斯蘭教徒到此聚集。而今猶
太人不輕易入聖殿,要申請才可以參
觀。至於遊客方面,帶隊及導遊一早
提示我們進入聖殿參觀, 要經過安全
檢查, 並且不可携帶聖經及十字教等
物件,男女也不可作親密接觸, 以免
冒犯伊斯蘭教徒, 亦有警察在現場監
視。

耶路撒冷  
JERUSALEM
耶路撒冷意思為平安之城,也被稱為
鍚安,所以聖經有時也稱耶路撒冷為
鍚安山。耶路撒冷是昔日大衛建國
時所建立時的首都,所以也被稱為大
衛城。

現在耶路撒冷分開舊城和新城,舊城
仍然保留一些耶穌時代的舊建築物,
新城是有不少新酒店、領事館和商
業區,當日我們下塌的酒店也在新城
内。但導遊和領隊都帶我們集中參
觀舊城,那裏有鍚安山,聖殿山和橄
欖山等。我們整日都穿插於新、舊
城之間,因要上落很多梯级和斜坡及
狹窄小路,也頗為吃力!

客西馬尼園  
GARDEN OF 
GETHSEMANE
客西馬尼園是因耶穌被加略人猶大
出賣被捕的地方而著名,現今有一所
萬國堂,乃由16個國家奉獻所建成的
教堂。教堂門外有三道拱門,代表主
耶稣三次到來這裏禱告,在拱門的柱
子上, 有四個人物的雕像,分别代表
四卷福音書的作者。客西馬尼園乃
一處橄欖欖樹的園地,花園中的橄欖
樹齡很老,有的樹齡高達2000年,其中
有一棵樹被圍起的更是3000年之多,
我便在該樹拍照留念

大衛塚  
TOMB OF DAVID
據聖經在王上2:10記載,大衛葬於大
衛城的,大衛王死了三千年,但這個
大衛塚可能是衣冠塚;大衛塚現今位
於馬可樓的下面,猶太人視為非常神
聖的地方,每年以色列日,猶太人都
會來這裡憑弔,以示對大衛的尊敬。

橄欖山   
MOUNT OF OLIVE 
位於耶路撒冷東面,因其山上長滿了
橄欖而命名。我們看見有不少墳墓
安放在那裡,據猶太傳統,彌賽亞在
末世時會降臨在橄欖山,他們的死人
希望葬近橄欖山,盼望主第二次來的
時間,以第一時間與復活的主在空中
相遇。

花園塚  
GARDEN TOMB
花園塚位於耶路撒冷舊城以北,大馬
士革門外100米,乃另一處被鑑定為
主耶穌被埋葬及復活之處,現由英國
一基督教组織所管理。當日去參觀
花園塚之前,在該園地一角落由林以
諾牧師主持祈禱及守聖餐,有一種很
特别的感覺, 心態覺得很接近主耶
穌。

主禱文堂 
CHURCH OF THE 
PATER NOSTER
相傳耶穌教導門徒怎樣禱告及講論
馬太福音24-25章 - 末世講章的地
方。康士坦丁時代, 海倫那皇后派人
聖地考察後, 建築了三座與耶穌有關
的教堂(1) 主誕堂 (2)聖慕堂 (3)橄欖
山升天山洞的升天堂。

今日主禱文堂走廊的牆上, 刻有各國
不同文字所寫的主禱文璧畫。

苦傷路 (苦路) 
VIA DOLOROSA
苦傷路又稱為苦路,合共十四個站,
為紀念主耶穌從審判定罪開始,背負
十架直到被釘死、埋葬及復活的整
個路程。

十四個站需時要一小時三十分才可
完成。苦路是狹窄的小路, 兩旁都有
商店。

哭牆/西牆  
WESTERN WALL
昔日聖殿被毁時,唯一留存下來西邊
的一面牆,因此猶太人會在此祈禱及
記念家園及聖殿被毁一事,亦因以色
列人在禱告中會向神哭訴祈求,有一
天重建聖殿,所以被稱為哭牆。當日
哭牆是分隔男女禱告的地方,我們也
走到哭牆,去為以色列哀哭及祈禱。
在男禱告地方,猶太男士們都穿起黑
白衣服,戴上黑帽到此牆禱告及哭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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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行
作者：吴林桥

周日夫妇赴教会，

狂风怒作雨盆倾。

伞檐似鼓叮咚响，

衣帛如旗劈啪鸣。

堪是登山上坡难，

或非航海逆潮迎。

排艰历险神扶我，

举足欣然赶路程。

這是
天父世界

詩歌分享



這是天父世界
 

照片分享
Photographer: Jacky Ye

神应许伴我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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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er: James Zheng
这是在新西兰南岛Lake Tekapo湖边拍的。画面中的教堂
被称为“好牧人教堂”。
拍照的时间是清晨。教堂沐浴在清晨的阳光里，在远处
湖水和雪山的衬托下，显得宁静、圣洁。天与人的合
一，神的创造和人的敬拜，都在这里体现得尽善尽美。
这景致深深地打动了我：神的伟大不仅仅是创造了如此
美景，更奇妙的是祂使不认识祂的人，透过这些景和
物，渐渐地接近祂，直到接受祂。
当时，我还没有信主。

Photographer: Dr. Daniel Wong
This one has many many animals, 
specifically, the Wildebeests, in the 
foreground of the sun-rays. Thus will 
also signify how extensive is the area 
covered by the morning sun.

Photographer: Winnie Lo
神奇妙的創造 – 天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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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to Jesus   
by Jennifer Kwong 

I grew up in a non-Christian family. My mum and sister are Christians but it didn’t affect the way I lived 
my life. Having said that, I recall times where I prayed to God at night during tough times hoping He 
would fix something in my life.  I guess you could say I believed in a God but He was still an unknown 
figure to me at the time. 

Towards my final years of high school, I thought I had control over my life and believed achieving 
things through my own strengths. When I moved down to Sydney last year for Uni, I experienced a pe-
riod of loneliness and often questioned if coming to Sydney was the right decision. I joined up a Chris-
tian group on campus because it was one of the few clubs on campus that were actually free and it was 
a way for me to make friends. Little did I know that it was more than just connecting people to others 
but connecting people to Jesus. I ended up going through a series of lessons to learn more about Him. 
Towards the end, I knew I had to choose to either accept the truth or continue my life the way it was. I 
remember praying to God asking Him to show me His light and His presence as I was still undecided. 
Then one morning when I woke up, He revealed himself to me by giving me His Spirit. Words cannot 
explain the joy I had inside of me. It was like the power of the His Spirit unleashing inside of me…some-
thing out of this world. 

Since that day, my life hasn’t been the same. Yes, there have been ups and downs but I am continually 
reminded that I am loved and adored by Him. He has given me a new purpose and an eternal perspec-
tive on life. Before accepting Jesus in my life, I tried so hard to change the world through my actions. I 
thought by doing “good”, I would live a fulfilled life. But deep down, God knew the deepest desires of 
my heart and I saw how broken, lost and empty I was. And so, He rescued me and set me free from this 
world. Now, I know that His plans for me are far greater than I can ever comprehend. I no longer want 
to live for myself, but live a life that honours, serves and praises Him.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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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oyce Chen

Like most of the others getting baptized today, I grew up in a Christian family, but for most of my life, 
God was a concept that I believed in, not a reality. It was only after a period of questioning the Chris-
tian faith that this changed. Until recently, the standards I lived my life were determined by external 
influences, like the media, or the “popular” kids. What I saw as desirable and undesirable, what I sought 
happiness from, were all dependent on arbitrary standards set by this world. This led to a constant 
state of insecurity as my sense of self-worth fluctuated with how I thought I measured up to these 
standards. One of the tangible ways this insecurity was manifested in my life was through body image 
issues, which over time grew to consume my thoughts, actions, and state of mind. It took me a while to 
recognize that this insecurity had spiraled into an addiction to exercise and an unhealthy relationship 
with food. It was only at my most hopeless state, after months of trying and failing to get out of this by 
my own efforts, that I cried out to God in desperation. After that moment, when I began seeing Him as 
a reality, instead of a concept to be “figured out” or “proven”, I gradually experienced the fulfilment I had 
been unconsciously looking for by my own efforts.

Throughout this journey, I’ve experienced and witnessed the inherent emptiness that humans feel 
without a purpose for life. I saw my own attempt to fill this emptiness mirrored in others’ lives through 
different forms, whether it be through material substances like alcohol, or intangible dependencies 
such as status and popularity. Because God is no longer a concept to me, my self-worth is grounded by 
the sole source of truth. This truth comes from the Bible, which I no longer see as a collection of stories 
written by men, but a record of our past and future, reflecting the heart of a creator who desperately 
wants His people to know Him. I have found new confidence in the knowledge that my identity and 
worth have been secured by a man who lived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me, who endured the same 
mockery and scorn I once showed towards Him, yet willingly suffered so that I could live a life I did not 
earn.

A Purpose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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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YSTAL HUO 

見證分享

当我提笔开始写这篇见证时，电脑里放着自己最喜欢
的巴赫名曲“耶稣，众人渴求的欢乐”，内心感到无
比平静和圣洁。以往的种种如同放电影一般在我脑海
中浮现，不论是黑白还是彩色，不论是喜剧或是悲
剧，每一张胶片都记录着主耶稣的恩典。我深深觉
得，自己不配有这样的恩典，可是“惟有基督在我们
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
了。”（罗马书5：8）

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来澳洲之前，我从来没有
接触过福音，基督教对我而言，只是西方电影里常常
被人说起的一句“God bless you”，或是纪录片频道里
漂亮的教堂，亦或管风琴里传出的圣乐。虽然不认识
神，也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却每每没来
由地被优美庄严的圣乐所打动，躁动的心总是神奇般
地平复下来，一直说不清楚什么原因，只是觉得这是
别的音乐都不能给的享受。

来澳留学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被乐队现场演奏的
基督教音乐所吸引），结识了学校的学生基督教团
体Student Life里的几位朋友，因此开始认识神、经历
神。可是我的信主经历却并不平坦。

起初，我被Student Life 安排上Christianity Explained (基
督教简明释义)的一对一课程，可第一堂课就开始大
为反感，因为给我上课的姐妹（后来成了我尊敬的挚
友）说了一句话：你要先信，才能真正读懂圣经上的
话。而这恰恰违背了我的初衷。我本来只想多了解西
方文化而已，所以只想上“纯粹”的bible study（在当
时的我看来，bible study就是字面意义上翻译过来的“
圣经学习课程”，应该是专门安排给国际学生的、从
文化和语言的层面上学习圣经的一种课，和中学里的
历史地理课差不多，也和大学外语系的英美文化课是
异曲同工），把基督教当作一门知识来学习，可曾想
郤遇到一群很“宗教”的人，被间接强制“入教”?  

一直自认为拥有科学理性世界观的我怎么也无法接
受“信”这个字眼，觉得“信”了就被洗脑了，就容
易被虚空邪恶的东西控制住大脑，而失去自我判断。

于是我当时带着不解和不屑的语气质问那位姐妹：为
什么要先信？又不是只有信才有能力读懂，不懂的地
方查查词典也会明白啊。感谢神，那位姐妹并没有强
加给我任何观念，只是微笑着开始带领我读经。
从那以后，那位姐妹又介绍我认识了好些基督徒，并
且风雨无阻地开车带我去教会、家庭聚会、查经班。
我常常不太情愿却又难以推却那位姐妹的热情与好
意，而且内心也时常矛盾：一方面想要了解有关圣经
和基督教的知识，另一方面又拒绝接受神，害怕宗教
的束缚。

感谢主，在我将信将疑的时候，让我数次经历祂的恩
典，有一次家庭聚会大家相互代祷，有一位姐妹为我
祷告的事项是找到合适的工作和语言环境好的住处，
而我其实只当表达自己美好愿望在纸上写下这两点，
根本就没想过也不相信上帝会“听到”祷告。谁知，
过了一个礼拜，我居然因为去学校某个地方办事跟主
管闲聊而意外地得到了那里的一份工作，并且没过几
天又在学校广告上找到一个价格和环境都不错的澳洲
人家庭住处。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好事”，于
是终于开始思想这世上是否真有一位创造我们、爱我
们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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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当我第一次尝试数算神的恩典时，神让我从
表面无关紧要的经历中看到了神的作为。

首先，学校的工作并不是自己运气好而白白得到的。
我工作之后有一次那位主管对我说：知道我为什么会
要来这里工作吗？因为你找了我们几次办事情而我们
都不在，你却没有生气，而且态度非常和善，给人很
快乐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人一定适合在我们这里做
customer service（客户服务），别人都会喜欢你的笑
容。服务学生的部门同时也要代表学校的形象，并不
是光靠经验或者很强的能力就能进来工作的，最重要
的是态度。

我听了之后，第一次在心底说了一句：感谢上帝！因
为我知道，我是家中独子，一直都备受父母呵护，父
母又凡事替我拿主意，可是当和家人以外的人接触
时，总是觉得自己尽力亲切待人，却得不到同样的对
待，相反却无人理解无人爱，所以从小性格就孤僻胆
小，总觉得自己受委屈又不敢说也不愿说；又常常抱
怨来澳州是个错误的选择，一切都不尽人意。

可是当我接触了基督教信仰之后，尽管我不愿意接
受，可是神已经慢慢在我心中动工，让我从身边的基
督徒朋友身上学到了谦卑、温柔、乐观，不知不觉中
变得比以前阳光了，所以我才会有当时主管所形容的
言行举止。同时父母，还有身边的人也觉得我变得比
以前要更会关心他人了，感谢主。

其次，我对罪也有了很不一样的认识。有一个美国牧
师的讲道片断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很多人不愿意
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说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有什么
罪。其实在神的国度里，罪的概念远不止法律上的范
围，很多我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或是不愿意承认的比
如自我自私不健康的念头等等都是罪。

他举了一个自己的例子，说在马路上早上交通常常非
常拥挤，很多开车上班的人为了赶时间就违反规则从
自行车专用车道上超车行驶。这位牧师心中每每对此
类人总是生出批判与鄙视。可是有一回牧师自己早上
开车出门碰巧有急事，想也没想，就将车从自行车道
上开了过去，可事后突然发觉：啊！还一直说别人，
自己不也做了同样不齿的事吗？

我当时从这个见证中感触颇多，第一，人人都是罪
人，没有人可以超越无暇的神；第二，多一点宽容的
心；第三，因为认罪，所以谦卑，而谦卑并不等于无
能，而是一种高尚的品格。这样一想，内心就开始非
常渴慕自己能活出基督圣洁的样式。当然许久之后才
认识到最大的罪其实是不认主，这又是后话了。

我的生活中渐渐多了许多感恩，幸福感也比以前强了

很多。可是当屡次被主内的姐妹问到是否愿意接受基
督为救主的时候，我又犹豫了。

自我惯了的人，想到要有一支无形的手来约束自己，
就无端有些害怕。而且，我常常被自己的情绪左右，
感动一来就非常强烈，可是也很容易会因为一些事情
的分心而消失殆尽。当有一次和一位姐妹吃饭时，莫
名的感动又涌上心头，因为一方面我受到她非常多的
照顾，她从不求回报，另一方面按世俗的观念，她本
人非常优秀，完全有“骄傲”的资本，可是总是保持
谦卑温柔的态度。于是当被她问起想不想信主时，强
烈的感动暂时压住了我心中的一丝恐惧，我对她说，
我愿意接受。于是跟她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可是当时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并不是因为神的爱而是因为
人的爱才接受，其实并不是真的信主。心中的恐惧其
实并没有因为做了这次决志而消失。

当我意识到我生命中真正需要耶稣为救主时，是我对
基督教信仰完全没有了恐惧，不将上帝在我生命中视
为束缚而视为父亲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喜乐才是发自
内心的、从上而下的喜乐。

发生这样的变化应该是从我经历过生活工作和学习上
的一些困难，想要暂时散散心答应一位姐妹的邀请来
澳州基督福音堂的缘故。

其实这位姐妹已经断断续续邀约过我数次，我一直抱
着打死都不去中文教会、要去就去英文教会多少可以
学语言学文化的目的而拒绝了她的邀请。但是，感谢
神，在我不爱祂时，祂先爱我们。神从来没有放弃过
任何一个人，祂的爱总是在那里呼召我们。我终于被
主内的姐妹带到了澳州基督福音堂。

第一次去，我不得不承认还不信主的自己对语言和文
化背景的掌握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在英文教堂全然领
受神的话语的程度，每次都是跟听故事一样，而第一
次听中文的讲道，我有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牧师讲
的每个字都深深印在我的心上，让我不止于“听到”
、“知道”，而真正开始了“思索”，思索我们生命
的意义，思索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

讲道之后的信仰探讨班也是我以前从没有参与过的，
在信仰探讨班里，我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来自跟我同
样文化背景的年轻人，原来大家也都有与我类似的疑
问和挣扎。那次信仰探讨之后，我头一次开始思索信
仰的必要和重要，开始尝试以一种主动的方式来接近
神，而不像以前一样有人带领和邀请才被动地了解。

当我来了澳洲基督福音堂才几个礼拜之后的一天，牧
师Anna约见我，问我是否愿意信主，我坚定地说：我
愿意！和第一次决志时不同，我的内心平静而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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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神！当我真的愿意用生命去经历祂时，祂的大能
和超越世间万物的爱将我从里到外全然改变了！我开
始不以物质或精神的得失来决定自己的心境了，我开
始时时刻刻无论晴雨都会感受到喜乐了，我开始发觉
以前曾经觉得讨厌的人和事也变得可以原谅甚至可爱
了。那种喜乐的感受真的无法言喻，是我不信主时从
来没有得到过的。于是，我的心中不再有恐惧，相信
神非但不是束缚，反而是爱护和指引。 我开始感谢神
真真切切地活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开始盼望神能够时
刻引领我的脚步。 

直到现在，我一直认为经济学家杨小凯见证中所提到
的信主的三个阶段也最能代表我的信主过程：从社会
学的角度看基督教到克服对社会科学理性的迷信再到
非理性的、单纯的信靠上帝。最后一个阶段在我没有
坚定信仰时看来一定是会觉得荒谬幼稚的，“非理
性”“单纯”好像是违背现在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
尤其在中国，说出这样的字眼是要被归为愚蠢、走极
端、脑子烧坏了的一类人。可是，就像杨小凯所讲
的，我们用理性的方法是永远分析不出神为何要爱、
我们为何要爱。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在算计了父母对
我们的爱会对我们有多少帮助会带给我们多少利益了
之后才去决定是否去爱他们或者爱多少，那作父母的
心里不知会有多伤心啊。

人们常说，世间最伟大的就是爱。可是神的爱却超越
了世间一切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耶稣基督的无
罪之躯白白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父母尚且有

宠坏孩子、误导孩子的时候，但神是我们的造物主，
只有祂才爱得最正确，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对我们好
的。当我回想起当初让我颇为反感的那句话“先信，
你才能真正明白经上的话”，我的反感情绪已经荡然
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满心的感激，神让每件事发生都
有祂也许当时并不为我们知道的美意。

2005年11月20日，我接受洗礼，正式成为了神国的儿
女。虽然信主后会人生还是会有一波三折，还是会有
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神总是在我亲身经历过后让我
明白神的爱。虽然有时会不自觉疏远神，但是神总是
适时地将我拉回祂的身边，我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在
神的国度里成长了。还有非常多的感恩和领悟想要和
大家分享，可是竟然发现神的恩典竟不是我能够一下
子就数算完全的。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感谢主活在
我们生命当中，盼望更多的人得拯救。

诗篇23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他使我
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
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
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
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
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
的殿中、直到永远。

Crystal 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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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家里从奶奶的外婆那
一代就开始信主了。但我小时候对家里的信仰没有
很多的了解，只是依稀记得奶奶唱给我听的主歌。
有一句歌词大概是主耶稣最爱小孩子的意思。所以
童年的我只知道有主耶稣这么一位神，人死后灵魂
会飞上天堂，其他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时间过的很快，小学，初中的我，似乎对家里的信
仰没有了兴趣，只知道家里人会在周日去教会做礼
拜。我也没有跟着去，周日可是国内中小学生一周
唯一的假日，要么出去玩，要么在家里懒，连每
晚的祷告都是机械化的几句话，就没变过。久而久
之，我的生活已经没有了给神的时间，或者说我从
来就没有真正想过信仰。对我来说，信仰只是家里
传下来的一种文化罢了，对比起其他朋友来说很新
颖但却又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转眼间来到了中考，初中的我，有很多朋友，也做
了很多事情。每天吃喝玩乐，逃课，作弊，打群
架，追女生(没追到过)甚至和老师起冲突。唯独没
有学习，几乎不做作业。导致了我的中考成绩一塌
糊涂，但我却也没担心过，一是自己混蛋不懂，二
也是知道自己就要出国读书了，成绩什么的，也就
不在乎了，形式而已。老师把我当反面教材：“你
们要是有谁和陈博伦一样，能出国读书，就可以和
他一样混”。而我居然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优
越的感觉。觉得我是要出国的人，而你们只配好好
学习......

奶奶对爸爸和姑姑们这一辈的教导，就是家里人要
团结。这或多或少也是有受圣经话语的影响。所以
从小姑姑们就跟妈妈一样的疼我。高中在悉尼的我
也就顺理成章地住进了同样在悉尼的姑姑的家里，
享受着姑姑无微不至的照顾，却不太懂得感恩。高
中的我和初中一样混蛋，没什么太大的变化，唯一
的变化就是打群架次数增多了。初中还好，最多就

是叫人撑撑场面，几乎没有动过手。但是在悉尼读
高中的我动手打群架了，虽然说有些许被歧视的因
素在内，但是最主要还是因为自己那无知的血气和
在国内养成的恶习。因此我也认识了一帮同样在这
边混的朋友。另外一个变化就是我恋爱了！在year 
10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也是到现
在唯一的一个。我很爱她，至少当时的我觉得那就
是爱，我以为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却没有按照圣
经主的意思对待她。这样的我，每天过着“无忧无
虑”的生活。

然而，高考近了。还有两个月的时间，我的模拟考
却是几乎每一科都不及格，好像有一科是刚好及格
了吧，我也记不清了。我开始着急了，人生第一次
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急，也开始反省自己的学习生
涯，突然发现也没什么好反省的，因为从小到大根
本几乎就没学习过。开始为自己感到悲哀了，感觉
自己的上大学的目标是那么的遥不可及。有些许跌
入了谷底的感受。当时的我想着，拼了，一生就为
自己这么一次，拼了。 我每天拼命学习，拼命补
习，拼命总结，拼命复习，日复一日……同时我也
重新接纳了我的信仰，没有选择的，无可奈何的，
很无力的接受了。因为我知道，靠我是不可能的
了，靠靠主吧。我开始认真祷告，求主让我可以考
上想要的大学。时间过的很快……

我考上了，可以查分数的那天，我重复查了两次，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考上了。
我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一切却又恢复到了原
点。我照样每天混日子过，现在年龄够了，就和以
前高中的朋友去去夜店酒吧。主呢，主在哪儿，你
问我啊，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很开心，又
回到了“无忧无虑”的日子. 我知道主耶稣帮助了我
啊，我很谢谢他，但是现在我也没有什么需要他帮
助的了，我也努力啦，可能我很大部分还是靠自己
才考上了大学的。

我的见证
陈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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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错了，都错了，大错特错。从小到大，在信
仰上，除了小时候从奶奶那儿知道有一位神，
其他的我就没对过。人往往会把自己逼到绝望
的时候，才会知道错了。我算是把这句话活出
来了。主耶稣在我之前的一生给了我很多次的
机会，回应了我很多次的请求，希望迷失的我
可以找回寻求他的路。我却没有珍惜，没有悔
改，毫无寻求之意。那么之后发生的事情，也
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和高中的朋友不
再有联系了，就连大学的朋友，也都渐渐疏
远了。紧接着，我分手了，谈了将近4年的初
恋，不见了，消失了。为了学习我辞去了工
作，期末考试却不及格，和姑姑的关系越来越
差，日子越过越消极……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就已经再一次跌入了谷底了。我不甘心，我不
甘心，我曾经所拥有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
我要靠着自己，把属于我的拿回来。我开始在
很多方面都很努力很努力，却发现所有的门都
已经关上了。我很孤单，很无助，很痛苦却也
无能为力了。我不再骄傲，不再自信，不再开
心，不再是我自己，不再是陈博伦了……

我再一次的接纳了我的信仰，再一次没有选择
的，无可奈何的，很无力的接受了。但是这一
次，我深深地，深深地，深深地感受到了主耶
稣的慈爱与公义。我每天祷告，慢慢地，不知
不觉中，日子好了起来。然而却又在过了有一
段时间后，我又跌入了谷底，这一次我每夜祷
告，却好像只有寂静。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
去，没有变化，只有祷告。

终于有一夜，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受不了了，
真的受不了了，我对主大喊，你不是在这里
吗！你不是正在看着我吗！我不是知道错了
吗！你惩罚我要惩罚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
到底！什么时候！我很痛苦！你没有看到吗！
你真的存在吗！你说话啊！你要是真的存在的
话你就……！

主对我说话了，在我之前的人生当中，从来没
有这样子的感受，这应该就是大家常说的圣灵
浇灌的感受吧。我笑了，流着眼泪地笑了，开
心地笑了，真的好久没有这么的开心过了，或
者说从来就没有这么开心过。我真是愚蠢无知
啊，主耶稣怎么会不知道呢，他都知道的，你
的开心，你的难过，你的希望，你的绝望，你
的信心，他都知道的。只是他有他的计划罢
了，比你自己的计划好上千倍万倍的，他的计
划。

在我接下去的祷告中，对主不再有任何的要
求，只有顺服，完全的顺服。

日子好了。

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
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日子好了。

在这条学习真理的路上，我遇到了很多相互学
习，相互扶持的弟兄姐妹还有社团与教会。在
我大学最一开始想认真寻求主的道时，我参加
了UNSW大学的圣经学习团契EMBS。我遇到
了当时的导师郑鸥牧师。慢慢地，我从他身上
看到了与这个社会不一样的地方，后来我才知
道那是神所喜悦的。是他第一次认真地带领我
走进了寻求神服侍神的路。感谢主。也是他教
会了我，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三位一
体的真神。他是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怜
悯的，忌邪的，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
起初他创造天地万物，并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
式造人(亚当之后夏娃)来管理世间万物，把自
己的可转移的属性赐给了人。当时人与神的关
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都是
好的。直到有一天，撒旦利用蛇诱惑了夏娃吃
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又给亚当吃了。
至此人违背了神，产生了原罪。从那时起，所
有人生来也就有了罪性。当时人与神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间万物的关系被破坏
了。神为世人颁布了十诫，使人不会犯罪，但
是人的罪性导致了人的失败，没人能够完完全
全的守住律法，因律法称义。神爱我们，所以
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了
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不用再靠着
自己的行为，乃是靠着相信神与圣灵的帮助，
从内到外地接受改变，成为义人。耶稣基督修
复了我们和神的关系。让罪人的我们可以来到
神的面前祷告祈求。感谢主！

我现在在中央浸信会礼拜，也参加了中央浸信
会的UTS FISH 团契。与很多的导师与弟兄姐
妹一起，很开心也很满足。但是无论在什么时
候，祈求寻找主耶稣的路，顺服主耶稣的计
划，爱主你的神，是我这辈子都需要不断学习
的功课。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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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我生于中國廣州的一個幹部家庭。我的
祖輩沒有拜神的習慣，不過記憶中他們都相信有
神靈存在，也有拜祭先人的習俗。父親早年當
兵，轉業後在廣州市建設局工作。母親中學畢業
後考取師範院校，成爲小學老師。可謂「生在紅
旗下，活在黨愛中」。在我童年少年時期學校裏
灌輸的是無神論教育，學習無神論，進化論和唯
物主義，它教導我們資本主義社會是人壓迫人、
人剝削人、人吃人的社會，也是最黑暗的社會。
所有來自資本主義的東西最終都是虛假邪惡的包
括基督教。所以中國共産黨是最偉大、最光榮、
最正確的黨，它使人民翻身得解放，建立了社會
主義新中國。我爲自已能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
而感到自豪和驕傲，認爲自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
人了。當時共産主義就是我的唯一信仰。

然而，因爲我出生在廣州，一個毗鄰香港，接觸
外來事物比較方便的城市。隨著年齡的增長和閱
歷的加深，也通過香港電視接觸到基督教的一些
信息。當時的印象就是這個世界漫天神佛，好的
宗教有基督教，佛教，道教，儒教，而伊斯蘭教
就比較偏激，好爭鬥。好的宗教就是一群心地善
良的人，去修煉，讓自己在世上過得好，有個完
美的結局。加上中共的所做所爲，中共黨員的道
貌岸然，使我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並不優越，資
本主義並不黑暗，中國共産黨並不偉大正確，反
而劣迹斑斑，真理並不在它這邊！這時我爲自已
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而感到不幸和悲哀了。我
生錯了時代和國度。

2004  年我移民悉尼，遠走他方，尋找新的天地。
現在回想就是天父奇妙的安排，讓我有機會認
識神，接近神！

來到悉尼後，經歷幾許風雨，工作與家庭的動蕩
使我疲憊不堪，傷痕累累。我上過一些哲學類的
課程試圖改變自己，但始終沒有飛躍。

直至張瑪莉小姐  2013  年  10  月到悉尼做佈道
會。當時我和太太已經分居，我太太在這個極其
困難的時候，得蒙神的恩典，幫助她度過逆境，
並決志信主成爲基督徒，在北悉尼宣道會參加教
會活動。

她也想我得到救贖，當她知道張瑪莉小姐  2013  
年  10  月到悉尼做佈道會，其中有一場在北宣，
就鼓勵我參加。我參加了佈道會，在會上，張瑪
莉分享了她蒙神的恩典及揀選，深信施比受更為
有福﹐決志服侍基督﹐並熱心社會及公益事務。
服務社群體驗和異象﹐鼓勵華人投入社會﹑熱心
公益。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基督的愛，那是摒棄自
我和自私的愛。讓我體會到沒有愛，沒有造物主
的愛，人類所有的行爲都是徒然。我認識到，過
去的我是一個很自我和自私的人，沒有懂得真正
去愛他人，也因此令到我的家人特別是我的太太
以及我的岳母受到很大的傷害。我受到感動，在
駕車回家途中決志信主。

我在當晚就決志信主，當時我也有一個想法就是
成爲基督徒，和太太有個共同的信仰，會更容易
溝通，也可以一起參加教會，很好。後來和太太
商量的時候，她卻告訴我不接受和我同一個教
會。

我開始不明白她爲什麽會這樣，感到難過，失望
也有怨氣。但神譲我克服自我和自私的心，試著
去從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我答應太太不再在和
她同一教會而選擇適合自己的教會，她也幫我去
和神祈禱。後來在她的提示下，我選擇了歷史悠
久，也方便我崇拜的中央浸信會。通過這幾年的
教會生活，我逐漸將自己融入神的懷中，從剛剛
開始的朦朧，且有私心，到慢慢的領悟，直到去
年有一個大的飛躍，我開始每天堅持按母親贈我
的蘇穎智牧師《每日與主同行》一書查考聖經，
我從極度自我自私的生命中改變過來，讓我留
意到四周人的需要，學習用神的愛去關心照顧他
們，包容他們。

一路走來，我深深感受到神對我的愛，一路的帶
領，祂也知道我的軟弱，和我的所需。祂也包容
我讓我一步一步成長。我知道自己仍有罪性，仍
然有軟弱的時候。但我堅信，我已經因信稱義，
我得著新生，有了永生的盼望。我要一生以主耶
稣基督爲我的獨一救主，信靠祂！

哈利路亞！

蒙恩得救
杜昳漓  Michael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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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基督教家庭，我的父母以及
外婆都是基督徒。虽然我当时有着这样一个良好
的背景，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对于信仰的认知
很肤浅，也并没有自发地去认识基督教，甚至连
圣经也没有好好读上几页。我当时对于基督教的
认知也就仅限于家人在读圣经时反复提及的圣经
故事与十诫，反反复复地听但并没有往心里去。
在与神隔离的这段时间内我仅有的是与人、与社
会之间的关系，品性与价值观甚至连性格都随着
周边人与社会的影响而不停地变动，日复一日地
培养着人的“血气”。逐渐地，我单纯的心被周
边的人所同化，变得自私、贪婪、自大了起来。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高中才出现了转变。

灵里缺乏

记得那是高二的一个夏天，我履行着作为学生的
义务填写着申学志愿调查表，我犹如机器人一般
机械得回应着千篇一律的关于未来志愿的题。答
题的过程中我发现对于几年后的未来有着许多期
望，被一所国外的好大学录取、专业要选信息科
技方面的、就业要选择软件工程或者互联网行
业……就在执笔书写着一个又一个愿望时不知由
于什么原因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实现了这些目标之后呢？我还要干什么？我顿时
陷入了沉思，我固然可以再找到新的目标然后再
去实现，可是满足了新目标之后呢？在体验了成
功之后只会剩下深深的空虚感。回顾之前的人
生，我也是在不停地寻求着满足自己的方法，然
而在整这个往复寻求目标的过程恰巧证明了在自
己之后的生命中会充斥着缺乏感，永远不会满足
于现状。 填写着问卷的时候就觉得这样过着缺乏
的一生很可悲，心里有种难以言喻的难受。但是
在填完问卷后这个问题便被抛诸脑后。感谢主，
在短短几天之后我便得到了这个被遗忘的问题的
答案。

从他人的信仰到我的信仰

机缘巧合，由楼上住户装修的油漆味唤醒了一段
本被我淡忘的记忆，从而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的
一生。那天楼上由于装修的事情吵吵闹闹，我与

父母针对噪音与油漆味攀谈了起来，一段尘封已
久的往事也随之浮出水面。

父母提起了我小时候的事情，在我很年幼的时
候，父母与外婆同年幼的我一起住进了新房，当
时我的父母还不信基督，只有外婆是基督徒。有
一天外婆突然对我父母说感觉到我有点异样，不
太放心，让父母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身体。父母
虽然觉得荒唐，但是在外婆的百般提醒下还是带
我去了医院做了身体检查。去了医院做完检查，
报告单一到手，父母都吓傻了，就连医生都震惊
了，怀疑是医院机器出了问题。报告单上我的白
血球数量超标常规量十几倍，这种情况下只有两
种可能：检验机器故障和最糟糕的情况——白血
病。然而当天机器正常运转，我，住进了白血病
房。之后的几日内对于我父母来说是地狱般的煎
熬，我父亲四处奔波寻求治疗白血病的最佳方
法，我母亲也在图书馆翻阅白血病得治的案例，
之后我也被辗转多家医院重新诊断，可惜都得到
了同样的诊断结果。 当时我父母真的是尝试了各
种方法医治我，也做好了卖房子救我的打算。我
爸当时的一句我使我印象尤为深刻：“当时我看
地上捡垃圾的人都比我幸福。”（真的，人的力
量是很有限的，即使有再多的钱与人脉，在面对
一些极端情况的时候人会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与无力）。

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非基督徒的父母同着我外
婆一起为我祷告，求神使我得医治。在这之后，
我爸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踏上最后一次求医的道
路，来到了上海市有名的瑞金医院，那天碰到的
医生说，有可能是小孩对油漆的极端过敏反应，
然后就对我尝试了针对过敏的疗程。疗程之后的
报告单我母亲看都不敢看，在父亲过目了之后，
大家心中的大石头才落了地。治疗完毕后的隔
天，我父母带着年幼的我在白血病房全患者的羡
慕的眼光下快步从病房走了出去。出医院的时候
头也不敢回。从此，我的名字载入了瑞金医院的
首例过敏的史册。在此之后我父母就信了基督
教，信心坚定不移，而我由于当时实在太年幼完
全没有那段时间的记忆。
 

被喚醒的記憶 

得救见证
陶大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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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小时候我也听过父母讲过这段往事，但是
当时年龄太小并没有很深刻的感触。现在的我百
分之百地被触动了，这是圣灵给予我的感动。我
意识到我这条命就是神给的，神在不可能的绝境
中赐予了我新的生命，当时要不是外婆提前在毫
无征兆的情况下意识到我的病状和后来父母与外
婆的祷告，我现在的生命就是天方夜谭了。我很
深刻地认识到了——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神
有大能。仔细想想，神通过这件事不仅拯救了我
的生命，还使我们一家子人归向于他，这件大事
既是神的试炼也是神的恩典。我现重生的生命本
身就是神迹的见证，我接受神作为我的救主，毕
竟我已经没有理由不信耶稣了。

在这之后我开始对圣经有了研读的渴望，并且感
受到了父神的爱。读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感觉生命
不一样了，与神建立关系的时候我能得到一种充
实感，然后回想起来课上想到的问题，原来那个
时候的所感受到的缺乏是灵命的缺乏，有了正确
的信仰才会对生活充满信心并且在生中得到完全
的满足。在此之前我只是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
环境中，父母的信仰不是我的信仰。然而现在不
同了，我接受神作为我的救主，并且我对神充满
了信心，家人的信仰也成为了我自己的信仰。据
我母亲后来回忆，我出院的那天，是复活节。

近况

在接受神之后，我开始研读圣经，去悉尼的中央
浸信会做礼拜、祷告、查经、去了解圣经中所教
导的正确理念并且努力去应用在生活中。我深刻
感受到自己不同了，对别人有了忍耐。在了解了
施比受更为有福后对别人有了关爱而不是一味地
自私自利。现在我相信，我所信的福音是美好
的，我所信的神是良善、公义、信实的，我会在
圣灵的帮助下渐渐活出主耶稣的样式，并尽可能
得带领更多的人做主的门徒。

对主耶稣的认识
 
我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全知全能全在。神
有大能，创造了宇宙万物与我们人类。感谢神的
创造，我们如今才能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
中。神是公平的，时时刻刻扶持着弱势群体，他
也是公义圣洁的，他恨恶罪，以至于差派他的独
生子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代替我们受罪。耶稣的
宝血为我们而流，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
的救主的时候，他就赐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

iCentralCorner - Vol 5 - Aug 2017 | 22 | 



讀經心得
Cathy Sun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同大家來分享神的話
語。

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13節: 愛乃最大「如今常存
的有信，有望，有愛，其中最大的就是愛。」

首先對神的信心是我們對永生盼望有了確據，信
心使我們對永生的盼望成為實際，信心也使我們
和神中間產生最基本的關係。信心是一切真理的
根基和基石。具體來講,有了對神信心,才促使我
們安靜心來認真地閱讀來之神默示的話語聖經。
所以是以信為本，因信而活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第6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因為到神面
前來的人必須信有神，且信他賞賜那尋求他的
人。

接著盼望是我們追求真理的動機，它使我們在聖
潔和敬虔道路上行走，它也能使我們在不同的環

境下感受到喜樂和有力量（羅8：24，25；西1
：5；帖前1：3；彼前1：4~6)。
剛才提到信和望是非常重要，將信和望與愛作比
較，愛是更為偉大，因為神就是愛。    

約翰一書第四章第16節告訴我們: 神愛我們的
心，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
的，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

神是愛，愛是人類最偉大的情操, 是神的屬性之
一。愛也是一種行動，具體來講,我們平曰在生活
中只有愛心能造就人和能深入人心, 給人一個微
笑,一句溫暖的話語和給你身旁人予幫助和需要。
這一切都是愛的表現，都來之於神 。

下面讓我借用“讀經指引”的一短話來做結束語: 
信、望、愛是不能分開的，此三者是彼此相關相
連的。 我們整個屬靈的路程都包含於其中。信是
我們屬靈路程的根基，望是這路程的榮耀目標， 
愛是我們在路程中一路上的供應，叫我們無論經
歷如何艱難，都能甜美往前，所以最大的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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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ntral Children Corner

God and Worry by Katie Liu (8 year old)

I tell you not to worry about your life. Don’t worry about having something to 
eat, drink, or wear. Isn’t life more than food or clothing? Look at the birds in 
the sky! They don’t plant or harvest. They don’t even store grain in barns. Yet 
your Father in heaven takes care of them. Aren’t you worth more than birds?

Can worry make you live longer?Why worry about clothes? Look how the wild 
flowers grow. They don’t work hard to make their clothes. But I tell you that 
Solomon with all his wealthwasn’t as well clothed as one of them. God gives 
such beauty to everything that grows in the fields, even though it is here to-
day and thrown into a fire tomorrow. He will surely do even more for you! Why 
do you have such little faith?

Don’t worry and ask yourselves, “Will we have anything to eat? Will we have 
anything to drink? Will we have any clothes to wear?” Only people who don’t 
know God are always worrying about such things. Your Father in heaven knows 

that you need all of these. Bu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put God’s work 
first and do what he wants. Then the other things will be yours 
as well.

But more than anything else, 
put God’s work first and do 
what he w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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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Mums and Dads are worshipping God in Sunday service, we 
spend our Sundays in Sunday School. 
Today, we went to the Powerhouse Museum and did some drawings. 
This is how we see God’s world.

Owen Lai Zion Lustre

Marcus Hong

Elliot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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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coming 

EVENTS
最新動向

Come
Join Us
加入我們

Come to our church
Sunday Service 主日崇拜

9am   Cantonese Service 粵語早堂崇拜 

9am    Mandarin Service  國語崇拜

11am   International Service  英語崇拜

5pm   Cantonese Service  粵語晚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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