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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浩良
    九月我們八位巴拿馬的弟兄
姊妹參加了中南美洲聖經學院
【跟隨耶穌足跡】聖地旅遊，
讓我們一起分享神賜福經過！
    當以色列當地旅遊公司發來
通知說，我們持中國護照的弟
兄姐妹被以色列政府兩次拒簽
，這是打擊，但沒有動搖我們
嚮往聖地的決心，強烈的願望
驅使我們絕不放手，堅信神一
定會幫助我們的，我們自己再
次申請簽證。
    本人曾開過旅行社，吳牧師
便託我去打聽消息，由於疫情
的影響以色列駐巴拿馬領事館
只在網上做工，申請手續只能
通過電子郵件進行辦理，我曾
多方托旅行社代辦，結果發了
一個星期的郵件都毫無音訊，
三家旅行社都知難而退了。
    然而上帝看到我們簽證出現
困難，賜智慧予吳牧師。他發
出的郵件以色列大使館終於有
回覆，就是需要的資料比美國
簽證還復雜。我們並沒有洩氣
反而積極行動起來，短時間就
備好所需要的資料。吳牧師及
時地發給了以色列領事館，我
們焦急地等候消息。時間一天
一天過去，以色列大使館還沒
有答覆面試的時間，弟兄姊妹
一起禱告：“慈愛萬能的上帝
啊！請你體恤我們渴望親臨聖
地的願望，感動以色列大使館
領事發給我們簽證，阿們！” 
    聖靈的感動，以色列大使館
發來通知，終於接受我們去面

試了，可離出發日期只有五天
，是否能順利面試還是未知之
數，同時有五位弟兄姊妹住在
幾百里外的大衛城，他們根本
來不及來回走兩趟，相信上帝
的愛和大能，便橫下一條心帶
著行李到京城等候。
    9月15日，多麼讓人難忘的一
天，天沒亮我們就在領事館停
車場等候，下了一夜的雨水，
早上有些寒意，太陽又偏偏懶
洋洋地升起來，露水濕潤了我
們衣服，而大家心裡是熱乎乎
的，想到如果拿到簽證，就能
去自己日夜嚮往的聖地，產生
了無窮無盡的動力。八點正，
弟兄姐妹們衣著整齊走進大使
館，給領事一個良好的形象，
我們的面試一次全部通過。這
是活出耶穌基督樣式的動力，
是上帝默默幫助的結果。
    我們的簽證是解決了，還有
吳牧師的問題沒有解決，由於
他的美國簽證過期了，申請了
三個月還沒有答覆，剩下最後
兩天，他只能用香港身份途徑
歐洲前往以色列。
    由於時間緊迫，所有經歐洲
的航線幾乎上萬元美金。凌晨
四點吳牧師在電腦前已經精疲
力盡，正準備放棄這次聖地之
行時，聖靈又默默幫助我們，
他的電腦裡突然出現了一個航
班，而且只有一個位置，從巴
拿馬途徑加拿大多倫多再轉德
國，然後到達以色列不到兩千
美元，這條航線還可能與鄭博

士匯合，共同商討事情，這難
道不是神的安排嗎？9月20日，
我們滿心感謝神的恩典，十一
位弟兄姊妹高高興興出發了。
    我們的車子奔馳在去機場的
路上。太陽早早起來了，火紅
的朝霞影照著海面，矯健的海
鷗上下盤旋，就像是揮舞的花
束為我們送行。有九位弟兄姊
妹順利通關，由於時間倉促忙
中有錯，其中三位弟兄姊妹的
美國簽證沒有及時更新，被航
空公司拒絕上飛機。眼看起飛
的時間快到了，還沒有他們的
消息，我們在候機室為他們禱
告，聖靈又一次幫助了我們，
遠遠看見他們向我們走來。我

們終於可以順利出發了！
    “主啊！感謝你時刻與我們
同在，感謝你時常的眷顧、默
默的幫助。這次我們雖經歷了
很大的考驗，但蒙祢大能大愛
的保守，我們終於平平安安地
前往你選定的聖地學習旅遊，
這些豐盛的福分，我們將化作
學習的動力，要用我們的見證
作壇上的祭，高聲讚美，頌揚
我主我神，阿門”！

以色列之旅
啟程前信心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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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之旅感文
    期待已久的耶路撒冷，我終
於來了！九月我有幸參加了中
南美洲聖經學院組織的聖地學
習團。這九天行程中的所見所
聞，在我靈命成長的過程中留
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第一天參觀客西馬尼園，我
看見園內差不多有兩千多年樹
齡的橄欖樹，枝葉茂盛，樹幹
滄桑，想到兩千多年前，它們
曾在那個晚上親耳聽到主耶穌
向父神發出的三次禱告，看到
主耶穌的汗如大血點滴下來…..
我此刻也站在這樹下，時光似
乎迴轉，彷彿聽到主禱告說：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
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 26:39）我似乎看到門徒疲
乏勞累，已經睡著，只留下主
耶穌在樹下禱告的孤獨身影，
我的心為主流淚，又想到如果
回到那個晚上，如果我是門徒
之一，我又會怎樣做呢？我想
也許門徒們若知主耶穌在艱難
的時刻需要他們的驚醒禱告時
，他們都會後悔那晚的瞌睡吧
。可是轉念一想，又有多少次
，主基督需要我為屬靈的爭戰
禱告時，我又在哪裡呢？心中
不覺羞愧。 
    導遊阿Nee（王清儀姐妹） 
講到古時橄欖的三個用途：初
榨的橄欖油最好，用來獻給神
，次之的有經濟效用，比如食
用，製作護膚用品等，最後扎
出的油渣可以用來點燈，照亮
別人。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禱
告後就被羅馬兵丁抓捕，為我
們釘了十字架，他將自己完完
全全獻給了神，如那初榨的橄
欖油，他的話也成為我們精神
上的食糧，腳前的燈。我作為
主耶穌的追隨者，一個蒙恩的
罪人，我不奢望成為最好與次

等，只求此生能成為油渣，為
主耶穌可以發些微光，若能讓
我周圍的人看到點點耶穌的樣
子，我也算是不羞於見主面，
求主憐憫幫助我。
    第二天在耶路撒冷的古城內
，我們來到著名的苦路十四站
，這是耶穌從被捕到釘十字架

的一條路徑。從考古角度來看
，第一站到第九站已成為B點（
不確定是否是精確位置，大致
方位），但是10-14 站為A點，
（基本確定是準確位置），我
們團隊聚在第二站，阿Née 為
我們描述當年耶穌被捕後受刑
的情形，並讓我領讀以賽亞書
第五十三章，我站在這個耶穌
當年被猶太人的祭司和百姓交
給彼拉多審判並鞭打的地方，
讀著先知以賽亞所發出彌賽亞
受苦待待的預言，幾次哽咽，
心裡痛苦，主為我們所受的苦
難，彷彿就在眼前，如此的栩
栩如生，讓我流出眼淚。這是
我在以前讀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時從未有過的情緒波動，就在

那一刻，我彷佛已經和聖經裡
的篇章交融了，無法分清楚文
字與畫面，也不去糾結是A點還
是B點，這裡已經是我靈裡面苦
路的絕對起始點。
    在後來的分享會上鄭師母為
我們分享了苦路的第五站，古
利奈人西門被官兵抓去為耶穌
背十字架，在當時來看，人們
也許感嘆這個人好倒霉，被抓
來背十字架，但是我們現在看
來，他卻成為唯一一位能為在
世的耶穌分擔擔子的人，這是
多麼大福氣。在我們人生的道
路上，很多時候我們看似倒霉
的事情，若我們站在更高一個
角度來看，都有神的祝福在裡
面，只是在那個時刻我們自己
卻無法認清。感謝主鄭師母的
分享，讓我對苦路又有了更多
的認識。這條苦路不僅是耶穌
的受苦之路，更是通向復活的
路，因著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這條苦路也是盼望之路。
    對我感受頗深的還有一處便
是加利利湖，當我們跟隨耶穌
腳步，來到耶路撒冷以北的提
比利亞時，我以為我們在弗羅
里達的岸邊，高高的椰棗樹，
藍藍的天空，清澈的海水，暖
暖的海風… 與我想像中貧瘠的
湖邊相差甚遠。我們的酒店就
坐落在第一世紀抹大拉村的地
址，湖邊美景美不勝收。第二
天清晨，我們乘船駛向加利利
湖的湖中間，船長唱著優美的
讚美詩歌，阿Née 向我們分享
著聖經中耶穌在加利利湖上平
息風浪的章節，湖中的魚兒在
粼粼波光中跳躍著，彷彿也為
我們的主所行的大能奇事歡慶
不已。
    在最後的行程中，我們走進
耶穌第一次行神蹟的迦拿村，

耶穌在伽拿婚禮中將水變成上
好的酒，阿Nee 提醒我們說，
我們的主耶穌給我們的總是最
好的，反觀我們自己，我們給
了主耶穌最好的嗎？是啊，我
也好好的反省自己。我靈修的
時間是排在首位嗎？我的奉獻
是排在生活消費計劃之前嗎？
    鄭博士雖年事已高，卻是老
當益壯，感謝主給他這麼好的
身體和精力，在一天的辛苦行
程之後，還可以每晚與Pastor 
Tom /吳比能牧師一起帶領我們
靈修學習，教導我們。鄭牧師
風趣幽默，幾乎承包了我們整

個行程的笑點，讓我們一路的
學習和分享笑聲連連。
    我在一次與吳牧師共進午餐
的時間了解到他在巴拿馬的宣
教事工，開荒植堂，辛苦耕耘
，為南美的華人福音廣傳多年
奉獻，自己也在巴拿馬安家，
已經紮根在那片需要他服侍的
土地上。他在行程中在必要時
充當翻譯角色，為大家帶來了
許多便利。
    Pastor Tom 也是一路細心照
顧巴拿馬的弟兄姐妹。我一度
以為他也來自巴拿馬，後來才
了解到他來自加拿大，卻是一
直在網絡上參與巴拿馬各地教

會的聚會和教導。這次死海行
程中印象最深的便是Pastor Tom
在岸上頂著近四十度的大太陽
為每位隊員拍照留念，自己卻
是在最後幾分鐘才嚐了嚐死海
的味道。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我們的導
遊阿Née（王清儀）。這位有著
成熟生命的基督徒姐妹，在整
個行程的各個景點解讀中，熟
知聖經，恰如其分的將經文與
場景相結合，並提出問題激發
我們的思考與反省。她內心的
平安與喜樂感染著每一位隊員
，特別是我們有一位隊員發生
了些意外，

豐濤

阿Nee及時引導我們做出正確決
定，並在一天的勞累後陪伴這
位姐妹去醫院檢查，直到深夜
。
我在和阿Nee交談中得知主一路
上的她的奇妙帶領。特別是當
我問及她的這份導遊工作時，

她對我說，我從不把這份工作
當作工作，可惜話未講完，出
租車來了，事後我想，從阿Nee
的工作態度中，我看到了主的
影子，也許她想說的就是她把
這份工作當成主叫她服侍人的
機會吧。在我們最後的一天團
隊分享中，親愛的阿Née 姐妹

印證了我的猜想，她說這份工
作是主吩咐她做的。感謝主，
主耶穌藉著阿Nee的口與我們分
享主在她生命中的奇妙做工，
也藉著主在她的生命上的改變
來影響他人的生命，我們為有
這麼愛主並活出主生命的導遊
姐妹獻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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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已久的耶路撒冷，我終
於來了！九月我有幸參加了中
南美洲聖經學院組織的聖地學
習團。這九天行程中的所見所
聞，在我靈命成長的過程中留
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第一天參觀客西馬尼園，我
看見園內差不多有兩千多年樹
齡的橄欖樹，枝葉茂盛，樹幹
滄桑，想到兩千多年前，它們
曾在那個晚上親耳聽到主耶穌
向父神發出的三次禱告，看到
主耶穌的汗如大血點滴下來…..
我此刻也站在這樹下，時光似
乎迴轉，彷彿聽到主禱告說：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
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 26:39）我似乎看到門徒疲
乏勞累，已經睡著，只留下主
耶穌在樹下禱告的孤獨身影，
我的心為主流淚，又想到如果
回到那個晚上，如果我是門徒
之一，我又會怎樣做呢？我想
也許門徒們若知主耶穌在艱難
的時刻需要他們的驚醒禱告時
，他們都會後悔那晚的瞌睡吧
。可是轉念一想，又有多少次
，主基督需要我為屬靈的爭戰
禱告時，我又在哪裡呢？心中
不覺羞愧。 
    導遊阿Nee（王清儀姐妹） 
講到古時橄欖的三個用途：初
榨的橄欖油最好，用來獻給神
，次之的有經濟效用，比如食
用，製作護膚用品等，最後扎
出的油渣可以用來點燈，照亮
別人。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禱
告後就被羅馬兵丁抓捕，為我
們釘了十字架，他將自己完完
全全獻給了神，如那初榨的橄
欖油，他的話也成為我們精神
上的食糧，腳前的燈。我作為
主耶穌的追隨者，一個蒙恩的
罪人，我不奢望成為最好與次

等，只求此生能成為油渣，為
主耶穌可以發些微光，若能讓
我周圍的人看到點點耶穌的樣
子，我也算是不羞於見主面，
求主憐憫幫助我。
    第二天在耶路撒冷的古城內
，我們來到著名的苦路十四站
，這是耶穌從被捕到釘十字架

的一條路徑。從考古角度來看
，第一站到第九站已成為B點（
不確定是否是精確位置，大致
方位），但是10-14 站為A點，
（基本確定是準確位置），我
們團隊聚在第二站，阿Née 為
我們描述當年耶穌被捕後受刑
的情形，並讓我領讀以賽亞書
第五十三章，我站在這個耶穌
當年被猶太人的祭司和百姓交
給彼拉多審判並鞭打的地方，
讀著先知以賽亞所發出彌賽亞
受苦待待的預言，幾次哽咽，
心裡痛苦，主為我們所受的苦
難，彷彿就在眼前，如此的栩
栩如生，讓我流出眼淚。這是
我在以前讀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時從未有過的情緒波動，就在

那一刻，我彷佛已經和聖經裡
的篇章交融了，無法分清楚文
字與畫面，也不去糾結是A點還
是B點，這裡已經是我靈裡面苦
路的絕對起始點。
    在後來的分享會上鄭師母為
我們分享了苦路的第五站，古
利奈人西門被官兵抓去為耶穌
背十字架，在當時來看，人們
也許感嘆這個人好倒霉，被抓
來背十字架，但是我們現在看
來，他卻成為唯一一位能為在
世的耶穌分擔擔子的人，這是
多麼大福氣。在我們人生的道
路上，很多時候我們看似倒霉
的事情，若我們站在更高一個
角度來看，都有神的祝福在裡
面，只是在那個時刻我們自己
卻無法認清。感謝主鄭師母的
分享，讓我對苦路又有了更多
的認識。這條苦路不僅是耶穌
的受苦之路，更是通向復活的
路，因著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這條苦路也是盼望之路。
    對我感受頗深的還有一處便
是加利利湖，當我們跟隨耶穌
腳步，來到耶路撒冷以北的提
比利亞時，我以為我們在弗羅
里達的岸邊，高高的椰棗樹，
藍藍的天空，清澈的海水，暖
暖的海風… 與我想像中貧瘠的
湖邊相差甚遠。我們的酒店就
坐落在第一世紀抹大拉村的地
址，湖邊美景美不勝收。第二
天清晨，我們乘船駛向加利利
湖的湖中間，船長唱著優美的
讚美詩歌，阿Née 向我們分享
著聖經中耶穌在加利利湖上平
息風浪的章節，湖中的魚兒在
粼粼波光中跳躍著，彷彿也為
我們的主所行的大能奇事歡慶
不已。
    在最後的行程中，我們走進
耶穌第一次行神蹟的迦拿村，

耶穌在伽拿婚禮中將水變成上
好的酒，阿Nee 提醒我們說，
我們的主耶穌給我們的總是最
好的，反觀我們自己，我們給
了主耶穌最好的嗎？是啊，我
也好好的反省自己。我靈修的
時間是排在首位嗎？我的奉獻
是排在生活消費計劃之前嗎？
    鄭博士雖年事已高，卻是老
當益壯，感謝主給他這麼好的
身體和精力，在一天的辛苦行
程之後，還可以每晚與Pastor 
Tom /吳比能牧師一起帶領我們
靈修學習，教導我們。鄭牧師
風趣幽默，幾乎承包了我們整

個行程的笑點，讓我們一路的
學習和分享笑聲連連。
    我在一次與吳牧師共進午餐
的時間了解到他在巴拿馬的宣
教事工，開荒植堂，辛苦耕耘
，為南美的華人福音廣傳多年
奉獻，自己也在巴拿馬安家，
已經紮根在那片需要他服侍的
土地上。他在行程中在必要時
充當翻譯角色，為大家帶來了
許多便利。
    Pastor Tom 也是一路細心照
顧巴拿馬的弟兄姐妹。我一度
以為他也來自巴拿馬，後來才
了解到他來自加拿大，卻是一
直在網絡上參與巴拿馬各地教

會的聚會和教導。這次死海行
程中印象最深的便是Pastor Tom
在岸上頂著近四十度的大太陽
為每位隊員拍照留念，自己卻
是在最後幾分鐘才嚐了嚐死海
的味道。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我們的導
遊阿Née（王清儀）。這位有著
成熟生命的基督徒姐妹，在整
個行程的各個景點解讀中，熟
知聖經，恰如其分的將經文與
場景相結合，並提出問題激發
我們的思考與反省。她內心的
平安與喜樂感染著每一位隊員
，特別是我們有一位隊員發生
了些意外，

藍玉朝迂迴曲折的回程
    團友們都聽過我們一班從巴
拿馬來的弟兄姊妹分享從巴拿
馬到以色列的旅程如何緊張! 一
心以為旅程結束之後，回程應
該是一帆風順。但看來我們這
幾隻羊仔，仍然是碰碰撞撞的
經歷不少狀況。
    9月30日凌晨四時，我們一行
五人離開酒店去機場。到達機
場之後，我們只花了一個小時
左右便辦妥了登機手續及安檢
。 大家都期盼回到家中，吃一
餐住家菜，在自己的床上睡一
個甜美的晚上! 
    第一程飛機從以色列到德國
延誤了一小時，抵達德國之後
才知道德國機場很大，我們要
辦理出入境手續才能轉機。輾
轉之下，花了不少時間。我們
連行帶跑，匆忙趕到登機閘口
，雖然飛機仍在，但是已經不
準登機了，我們只好望機輕嘆
。但我們的行李不幸地已經上
了飛機，準備飛到華盛頓! 當時
我們真是手足無措，不知如何
是好，更加言語又不通! 
    閘口的工作人員叫我們去服

務台，看看能否安排下一班機
離開。但服務台的人員拒絕為
我們辦理，我們唯有輾轉回到
閘口。閘口的兩位工作人員還
未下班，(是神為我們安排的天
使) 他們很友善，還帶我們到服
務台，為我們解釋情況，最後
總算辦妥了。但是我們的行程
不是去華盛頓! 而是飛去哥倫比
亞再轉飛巴拿馬。
    因為起飛閘口在另一停機站
，我們又要辦一次出入境手續
，真是身心疲累。花了兩個多
小時，總算登了機，開始飛到
南美的旅程。九個多小時的飛
行旅程，本來不算太長; 但是在
以色列的行程中，天氣很熱，
休息不夠，以致身體不適。所
以這一程的飛行感到不容易。
    到達哥倫比亞，是當地時間
晚上七時許。我們大家都已經
很疲累。飛巴拿馬的飛機是十
二點鐘。看來應該有足夠的時
間! 不過入境的人很多，所以要
等很久才能辦妥手續。
    另外我們的行李是飛到華盛
頓，再轉機到哥倫比亞! 所以要

找航空公司領取行李。一番折
騰之後，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總算辦妥。
    我們一心以為可以登機回巴
拿馬，但是歷史重演! 前往巴拿
馬的飛機已經關門，禁止乘客
登機! 我們的心情有一點像看見
挪亞方舟關了門，不能登上。
舒舒服服的睡一晚這個夢想已
經幻滅了! 因為下一班機是明早
八時，所以又要在機場多等八
個小時! 我們只好找一間餐館坐
下，胡亂的點些菜。但實在是
不好吃。之後在候機室一面熬
夜，一面聽詩歌。
    好不容易，等到旭日初升。
登機的閘口輾轉改了三次，當
我們跑到最後的一個閘口時，
一個熟悉又親切的面孔突然出
現，原來吴牧師也是乘坐這班
機回巴拿馬，我們的心情好像
迷失的小羊找碰見牧人，有著
十分的平安。
    這是回程實在是困難重重，
但相比保羅宣教旅程就算不得
什麼。可能神在訓練我們，準
備日後為他作更大的事奉?

阿Nee及時引導我們做出正確決
定，並在一天的勞累後陪伴這
位姐妹去醫院檢查，直到深夜
。
我在和阿Nee交談中得知主一路
上的她的奇妙帶領。特別是當
我問及她的這份導遊工作時，

她對我說，我從不把這份工作
當作工作，可惜話未講完，出
租車來了，事後我想，從阿Nee
的工作態度中，我看到了主的
影子，也許她想說的就是她把
這份工作當成主叫她服侍人的
機會吧。在我們最後的一天團
隊分享中，親愛的阿Née 姐妹

印證了我的猜想，她說這份工
作是主吩咐她做的。感謝主，
主耶穌藉著阿Nee的口與我們分
享主在她生命中的奇妙做工，
也藉著主在她的生命上的改變
來影響他人的生命，我們為有
這麼愛主並活出主生命的導遊
姐妹獻上感恩。

（下接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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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已久的耶路撒冷，我終
於來了！九月我有幸參加了中
南美洲聖經學院組織的聖地學
習團。這九天行程中的所見所
聞，在我靈命成長的過程中留
下不可磨滅的印記。
    第一天參觀客西馬尼園，我
看見園內差不多有兩千多年樹
齡的橄欖樹，枝葉茂盛，樹幹
滄桑，想到兩千多年前，它們
曾在那個晚上親耳聽到主耶穌
向父神發出的三次禱告，看到
主耶穌的汗如大血點滴下來…..
我此刻也站在這樹下，時光似
乎迴轉，彷彿聽到主禱告說：
「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
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
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 26:39）我似乎看到門徒疲
乏勞累，已經睡著，只留下主
耶穌在樹下禱告的孤獨身影，
我的心為主流淚，又想到如果
回到那個晚上，如果我是門徒
之一，我又會怎樣做呢？我想
也許門徒們若知主耶穌在艱難
的時刻需要他們的驚醒禱告時
，他們都會後悔那晚的瞌睡吧
。可是轉念一想，又有多少次
，主基督需要我為屬靈的爭戰
禱告時，我又在哪裡呢？心中
不覺羞愧。 
    導遊阿Nee（王清儀姐妹） 
講到古時橄欖的三個用途：初
榨的橄欖油最好，用來獻給神
，次之的有經濟效用，比如食
用，製作護膚用品等，最後扎
出的油渣可以用來點燈，照亮
別人。耶穌在客西馬尼園裡禱
告後就被羅馬兵丁抓捕，為我
們釘了十字架，他將自己完完
全全獻給了神，如那初榨的橄
欖油，他的話也成為我們精神
上的食糧，腳前的燈。我作為
主耶穌的追隨者，一個蒙恩的
罪人，我不奢望成為最好與次

等，只求此生能成為油渣，為
主耶穌可以發些微光，若能讓
我周圍的人看到點點耶穌的樣
子，我也算是不羞於見主面，
求主憐憫幫助我。
    第二天在耶路撒冷的古城內
，我們來到著名的苦路十四站
，這是耶穌從被捕到釘十字架

的一條路徑。從考古角度來看
，第一站到第九站已成為B點（
不確定是否是精確位置，大致
方位），但是10-14 站為A點，
（基本確定是準確位置），我
們團隊聚在第二站，阿Née 為
我們描述當年耶穌被捕後受刑
的情形，並讓我領讀以賽亞書
第五十三章，我站在這個耶穌
當年被猶太人的祭司和百姓交
給彼拉多審判並鞭打的地方，
讀著先知以賽亞所發出彌賽亞
受苦待待的預言，幾次哽咽，
心裡痛苦，主為我們所受的苦
難，彷彿就在眼前，如此的栩
栩如生，讓我流出眼淚。這是
我在以前讀以賽亞書五十三章
時從未有過的情緒波動，就在

那一刻，我彷佛已經和聖經裡
的篇章交融了，無法分清楚文
字與畫面，也不去糾結是A點還
是B點，這裡已經是我靈裡面苦
路的絕對起始點。
    在後來的分享會上鄭師母為
我們分享了苦路的第五站，古
利奈人西門被官兵抓去為耶穌
背十字架，在當時來看，人們
也許感嘆這個人好倒霉，被抓
來背十字架，但是我們現在看
來，他卻成為唯一一位能為在
世的耶穌分擔擔子的人，這是
多麼大福氣。在我們人生的道
路上，很多時候我們看似倒霉
的事情，若我們站在更高一個
角度來看，都有神的祝福在裡
面，只是在那個時刻我們自己
卻無法認清。感謝主鄭師母的
分享，讓我對苦路又有了更多
的認識。這條苦路不僅是耶穌
的受苦之路，更是通向復活的
路，因著我們有永生的盼望，
這條苦路也是盼望之路。
    對我感受頗深的還有一處便
是加利利湖，當我們跟隨耶穌
腳步，來到耶路撒冷以北的提
比利亞時，我以為我們在弗羅
里達的岸邊，高高的椰棗樹，
藍藍的天空，清澈的海水，暖
暖的海風… 與我想像中貧瘠的
湖邊相差甚遠。我們的酒店就
坐落在第一世紀抹大拉村的地
址，湖邊美景美不勝收。第二
天清晨，我們乘船駛向加利利
湖的湖中間，船長唱著優美的
讚美詩歌，阿Née 向我們分享
著聖經中耶穌在加利利湖上平
息風浪的章節，湖中的魚兒在
粼粼波光中跳躍著，彷彿也為
我們的主所行的大能奇事歡慶
不已。
    在最後的行程中，我們走進
耶穌第一次行神蹟的迦拿村，

耶穌在伽拿婚禮中將水變成上
好的酒，阿Nee 提醒我們說，
我們的主耶穌給我們的總是最
好的，反觀我們自己，我們給
了主耶穌最好的嗎？是啊，我
也好好的反省自己。我靈修的
時間是排在首位嗎？我的奉獻
是排在生活消費計劃之前嗎？
    鄭博士雖年事已高，卻是老
當益壯，感謝主給他這麼好的
身體和精力，在一天的辛苦行
程之後，還可以每晚與Pastor 
Tom /吳比能牧師一起帶領我們
靈修學習，教導我們。鄭牧師
風趣幽默，幾乎承包了我們整

個行程的笑點，讓我們一路的
學習和分享笑聲連連。
    我在一次與吳牧師共進午餐
的時間了解到他在巴拿馬的宣
教事工，開荒植堂，辛苦耕耘
，為南美的華人福音廣傳多年
奉獻，自己也在巴拿馬安家，
已經紮根在那片需要他服侍的
土地上。他在行程中在必要時
充當翻譯角色，為大家帶來了
許多便利。
    Pastor Tom 也是一路細心照
顧巴拿馬的弟兄姐妹。我一度
以為他也來自巴拿馬，後來才
了解到他來自加拿大，卻是一
直在網絡上參與巴拿馬各地教

會的聚會和教導。這次死海行
程中印象最深的便是Pastor Tom
在岸上頂著近四十度的大太陽
為每位隊員拍照留念，自己卻
是在最後幾分鐘才嚐了嚐死海
的味道。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我們的導
遊阿Née（王清儀）。這位有著
成熟生命的基督徒姐妹，在整
個行程的各個景點解讀中，熟
知聖經，恰如其分的將經文與
場景相結合，並提出問題激發
我們的思考與反省。她內心的
平安與喜樂感染著每一位隊員
，特別是我們有一位隊員發生
了些意外，

聖地之旅   值得去嗎？
    聖地之旅終於在今年9月22日
至30日成行，每位報名者的費
用是美金1,700元，由於多次延
期，若在今年上半年才報名，
費用提高到每位美金1,950元。
不管數目高低，此行的費用是
全包，含八晚的旅館，九天的
早午和晚餐，所有景點入場費
，導遊的講解，以及全程的交
通費，旅行社還贈送輕便的背
包等。唯一需要額外付的是每
人給司機和導遊美金135元的小
費。若是在整個旅途中，個人
不購買任何私人用品，紀念品
或禮品，一分錢也不必多帶。

旅館
    九天八夜的聖地之旅，前後
只在三間旅店下榻，前四晚旅
行團一行37人住在耶路撒冷城
城牆外的 Legacy Hotel。馬路對
面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居住所
在，房間和浴室寬大整潔。接
着的三晚住在加利利海抹大拉
（Migdal）市的一間全新的濱海
旅館 Magdala Hotel，據導遊Nee 
Wong 姐妹所說，她也是第一次
帶團住入的旅館。房間和浴室
也十分寬大，又整潔，這旅館
的右側有古跡發現。偶而看到

一些旅行團在考古場上講解。
聖地之旅結束前到特拉維夫市 
Metropolitan Hotel 住下。相對之
下，這間旅館不如之前的兩間
，房間空間还可以，只是浴室
不大，有擁擠之感。

三餐
    所有早和晚餐都在所住的旅
館享用。早餐是西方和阿拉伯
式的自助餐，样式豐富。除前
兩晚的晚餐, 由侍者分派主食之
外，其他七晚都是採用自助餐
方式。肉類食物多數以羊肉為
主，例如碎牛肉團用羊油去烹
飪。午餐就在當天旅遊景點附
近，其中自助餐和有侍者服務
的主食各佔一半。9月26日中午
我們在耶利哥城烹用午餐時，
餐館當眾表演阿拉伯式雞肉炒
飯，美味可口。
    最後一天的午餐是在撒迦利
亞希律王的宮殿古跡的餐廳用
餐，適逢巴拿馬吳必能牧師和
導遊Nee的生日，大家恭賀他們
的生日，並贈送小禮作紀念。

景點点與講解
    導遊 Nee 姐妹在每個景點，
除了介紹這景點的歷史，亦朗

讀相關的聖經經文，使團友們
能從歷史，文化，民族和生活
與聖經所言互相配合融會。
    簡单來說，導遊Nee Wong 姐
妹是有備而來，充份將聖经中
所提到的預言和神蹟清楚給大
家講解，也讓團友們有足夠時
間去拍攝留念。
    此次聖地之旅目的是增進弟
兄姐妹對主耶穌基督一生中生
活，從出生到被釘在十字架，
產生更多的反思和感恩。雖然
在這次旅途上，有幾位弟兄姐
妹有身体上的不適和意外，神
眷顧和保守每位團友，身心健
康，歸一切的榮耀給父神。
    論及約兩仟美元的費用，旅
遊車、吃、住、玩、 講解全包
。從上面的論述，深信讀者能
自作判決，是否值得？

 陳國瑄

阿Nee及時引導我們做出正確決
定，並在一天的勞累後陪伴這
位姐妹去醫院檢查，直到深夜
。
我在和阿Nee交談中得知主一路
上的她的奇妙帶領。特別是當
我問及她的這份導遊工作時，

她對我說，我從不把這份工作
當作工作，可惜話未講完，出
租車來了，事後我想，從阿Nee
的工作態度中，我看到了主的
影子，也許她想說的就是她把
這份工作當成主叫她服侍人的
機會吧。在我們最後的一天團
隊分享中，親愛的阿Née 姐妹

印證了我的猜想，她說這份工
作是主吩咐她做的。感謝主，
主耶穌藉著阿Nee的口與我們分
享主在她生命中的奇妙做工，
也藉著主在她的生命上的改變
來影響他人的生命，我們為有
這麼愛主並活出主生命的導遊
姐妹獻上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