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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陈业宏教授不但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更是一位富有

幽默感，对历史地理叙述细心与敬虔的基督徒。十多年前，我

和符爱兰姐妹带领了陈教授接受主。这十多年来，陈教授的

生命、灵性和对圣经真理的研究，可谓是“突飞猛进”了。

本书是陈教授一家到迦南美地旅游后之杰作。研读后，

除了佩服陈教授在叙述上的精彩，更被提醒，今日教会应当

关心，着重以色列在神的救恩计划与末世复兴的重要性。

以下为本书特征的简介：

1.	 读此书有如亲历其境，作者的描写手法极其细腻。

2.	 本书虽然是以旅游的背景为出发点，但是字里行间却处

处显出作者敬虔的生命。

3.	 叙述中，所引用的经文，配合的非常恰当。

4.	 作者对许多地点的介绍如“识途老马”。

5.	 关于圣地的历史与地理环境的资料，本书有极高的参考

价值。本书对犹太人在复兴，救赎以及在末世中所扮演

的角色给予重新的定位。

6.	 作者发出代祷的呼声，特别呼吁当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7.	 本书犹如“圣地旅游手册”，提供了许多实用的资讯，

如签证、旅馆、衣食住行等，是旅游圣地者必备的资

讯。

愿此书成为众教会的祝福。

张义和牧师
					 	 	 	 												 		31-01-2002

序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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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耶路撒冷的呼唤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

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                

                       （诗篇一百�十�第1-2节）

耶路撒冷在旧约里常被称为锡安	（Zion）。主耶稣称呼

她为“伟大君王之城”（太五章35节）。诗篇四十八篇第2

节说：“耶路撒冷是上帝的

城，为全地所喜悦的。”

耶 路 撒 冷 市 长 以 胡 奥

墨（Ehud	 Olmert）曾这

么说：“世上比耶路撒冷更

大，更富裕或更古老的城市

多的是，但没有一个城市能

比得上耶路撒冷。”因为耶

自序

耶路撒冷啊，我的脚站在你门内。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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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路撒冷是耶和华拣选的地方：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说：

这是我永远安息之所，我要住在这里，

因为是我所愿意的。

　　　　　             （诗篇一百三十�篇13-14节）

耶路撒冷不但有荣耀的历史，她也有荣耀的未来，先知

耶利米预言说，在主再来的日子：

那时，人必称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

万国必到耶路撒冷

在耶和华立名的地方聚集。

　　　　　　　　　　　　 （耶三章17节）

单以旅游观光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就

是很值得一游的地方。对基督徒而言，更是无论如何都应当

来见识主耶稣生活过的这个地方。圣地（The	Holy	 Land）是

圣经许多事件的历史舞台，这里的许多圣迹、考古区，是圣

经记载的历史见证；而人类未来最重大的历史事件——	主的

再来，也要在耶路撒冷成就。那时，这位伟大的君王，将要在

耶路撒冷登上衪的宝座。	

朋友们，耶路撒冷正在呼唤你：上耶路撒冷来！这是耶

和华立名的地方，这是上帝所选择的永远安息的居所。对基

督徒而言：上耶路撒冷，更是一个美好的属灵旅行。

对每一个要上耶路撒冷的，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应许：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                                     

                    （诗篇八十四篇5节）

愿这本小书，能帮助你认识耶路撒冷，认识圣地，更认

识基督教信仰的犹太根源。愿这本小书，能激励你到圣地，

做次属灵的旅行，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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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一、初临贵境 

千禧年九月二十二日，我们一家四口乘搭土耳其航空班

机，经伊斯坦布尔往特拉维夫（Tel	 Aviv）。特拉维夫是以

色列的大都会，人口两百万，但是它的国际机场规模普普通

通，比起吉隆坡国际机场就逊色得多了（再 版 增 注：进入

二十一世纪，特拉维夫国际机场已经扩建，目前已是国际

一流机场）。特拉维夫机场所在的地区就是新约时代的吕大	

（Lydda）。在这里，彼得曾治愈了瘫痪八年的以尼雅，他

又被约泊	 （Joppa）的信徒叫去为已死的多加祷告，使她从

死里复活（徒九章32-43节）。约泊，又称为雅法（Jaffa）

，就在今天特拉维夫市的南端。	

机场和移民局

的官员多是和蔼可

亲的女公务员，给

我们留下好印象。

当我们在排队办入

境手续时，就被预

先安排来接待我们

的旅行社职员认出

来，跑过来代我们

办好入境手续。我

们跟着她，不需经

过海关检查，就出

了机场，坐上专车飞驰上耶路撒冷去了。

西耶路撒冷印象

耶路撒冷位于海拔两千多公尺的犹太山区。从国际机场

到耶路撒冷一路上山，只需四十分钟。我们何等有福，舒舒

服服就到了耶路撒冷。在二十世纪以前，欧洲的基督徒要上

耶路撒冷，要坐船多日，先到雅法港口，从雅法港口要步行

走艰难的上山路，走一整天才能踏进耶路撒冷的城门呢。　

西耶路撒冷的大街雅法街（Jaffa Street, West Jerusalem）。

初临贵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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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我们的车子从高速公路转入西耶路撒冷，沿着雅法路	

（Jaffa	Road）	前往市中心。这里的街景有点像马来西亚一

般城市的街道，狭窄的路上挤满了车子，两侧多是两、三层

楼的店屋。我们下榻的金灯台旅馆	 （Hotel	 Menorah）	 就

是一栋这样的老建筑物。

金灯台旅馆是家庭式经营的小旅馆。建筑物虽旧，但房

间干净舒适，经理哈娜夫人和蔼可亲。她的员工有年轻的犹

太人，也有中年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我们是通过网络

定下房间的。

旅馆的地点适中，对面就是锡安广场和便犹大街	 （Ben	

Yehuda	 Street）。旅馆所在的雅法路，是西耶路撒冷最热

闹的街道。小小的锡安广场，却是西耶路撒冷的市中心。

从这里沿着雅法路走十多分钟，就是耶路撒冷旧城（Old	

City）。便犹大街是游客云集的大街，现已辟为人行专道。

这里和附近几条街道，有不可胜数的纪念品专卖店、餐厅、

露天咖啡座，又有银行、书店和超级市场。街上还有许多随

街演奏的音乐家，整个地区从早到晚都是闹哄哄的。　

十九世纪以前，耶路撒冷的居民都是居住在旧城里的。

旧城的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居民最多时也不过五万名。十

九世纪以后，犹太人开始在旧城西城门（雅法城门）外建立

住宅区与商业区，形成西耶路撒冷新城。阿拉伯人则开始定

居旧城外南、北地区，这些地区连同旧城一起被称为东耶路

撒冷。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时，约旦军团占领东耶路撒

冷，以色列军屡经苦战，仅能保住西耶路撒冷。但在1967

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伞兵部队成功夺回东耶路撒冷，使到

东，西耶路撒冷重归统一。现在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国都，

也是以色列民族的灵魂。今天的耶路撒冷有五十多万居民，

其中犹太人占四十万，阿拉伯人十三万，还有一万四千名基

督徒。

初临贵境，虽然因在机上睡眠不足而略感疲倦，但我们

还是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在进入旅馆房间安顿好后，便

跑到耶路撒冷街上逛逛，呼吸耶路撒冷的空气，踏在耶路撒

冷土地上，对圣城说：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已站在你的门

内！

初临贵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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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二、橄榄山与主的再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叫了辆计程车，花了 3 5舍克勒	

（New	Israel	Shekel,	简称		NIS，相当于马币八角,	美金25

分）	 的车资，不到二十分钟就上到旧城东面的橄榄山	 （Mt	

of	Olives）	山顶的七拱门大酒店	（Seven	Arches	Hotel）	

外的瞭望点。

橄榄山与耶路撒冷隔着汲沦谷（Kidron	 Valley），它比旧

城高出约三百尺。从七拱门瞭望台遥望，圣城耶路撒冷的壮

丽景色一览无遗，真是如诗如画，确有伟大君王之城的气派。

与橄榄山遥遥相对的是圣殿山（Temple	 Mount）。在

这里，四千年前亚伯拉罕顺服上帝命令将以撒献祭；在这

里，三千年前所罗门王建造美丽的第一圣殿，也在这里，两

千年前大希律王建造气势更宏伟的第二圣殿。但是，今天屹

立在圣殿山的，却是七世纪回教统治者所建的圣石园顶寺	

（Dome	 of	 the	 Rock）。今天，圣殿山已成为回教圣地，

在阳光照耀下，纯金覆盖的圆形金顶灿烂生辉，金光闪闪，

像是在提醒世人两千年前，在同一地点曾有一座以纯金覆盖

殿顶的第二圣殿。

　耶路撒冷，伟大君王之城。

橄榄山与主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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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十六世纪由土

耳其苏来曼苏丹所

建的城墙，像一条

黄白色的带子围绕

着旧城，城里的众

多尖顶教堂，圆顶

回教寺，与远处西

耶路撒冷的白色的

建筑群，织成一幅

和谐的图画。城墙

东边，面对橄榄山

的是著名的金门	（Golden	 Gate）。旧城共有八道城门，但

面东的金门在多年前已被土耳其人下令泥土封闭。

金门可能就是旧约圣经里提到的东门。当年耶稣骑驴进

耶城，可能就是由东门进入。他日主再来，他也要经过东门到

圣殿山。以西结书里提到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时，先停在耶和

华殿的东门口（结十章19节），接下来，“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

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结十一章23节）。想到橄榄山是

上帝荣耀曾经停驻的地方，不禁对脚下所踏的土地又多看了几

眼。这座山到底有何特殊的地方，竟成为上帝荣耀停驻之处？

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诗人说：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

愿你城中平安，愿你的宫内兴旺

因为弟兄和同伴的缘故

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

因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

我要为你求福

                       （诗篇一百�十�篇6-9节）

还有什么地方比在橄榄山上更适合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呢？趁着时间还早，游客还不多的时刻，我们找到一个幽静

的角落，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平安！平安！耶路撒冷（Shalom	Shalom	Jerusalem）

愿平安归给你（Peace	be	to	you）

那日弥赛亚再来，领我们归父家

（When	Messiah	comes	to	take	us	home）	

愿赞美声从你而出	（May	His	praise	be	found	in	you）

愿你也同声颂扬祂

橄榄山，山顶是七拱门大酒店, 山坡都是犹太
人的坟墓。

橄榄山与主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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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

使徒行传记载，橄榄山是耶稣升天的地方。（徒一章）

从七拱门瞭望台沿着下山公路走，转个弯就是橄榄山升天寺	

（Dome	of	Ascension）。

最早的升天教堂建于公元390年，是个露天的教堂。十

字军时期教堂重建成八角形。公元1198年，统治耶路撒冷

的埃及苏丹撒拉丁将原本露

天的教堂加上圆顶，多了几

分回教建筑风格，改名为升

天寺。苏丹又将升天寺赐给

手下回教徒为产业。直到今

天，每个来参观的游客都要

付几个舍克勒的入门费。据

说，每天来此参观的游客多

达七、八百人。八百年来，

升天寺的业主也收了好大一

笔钱了。

升天寺的旁边是个大回

教堂。小小的升天寺外面建

了一个不是很大的八角形外院。整个升天寺内部不过二十多

尺见方，陈设简单，里面有个相传是当年耶稣升天时留下的

一个脚印。虽然这只是源自拜占庭（东罗马帝国）时代的传

统，但有一些信徒却把这脚印当成圣物来膜拜。

耶稣在哪里升天？确实地点没有人知道。但是，当主以

大能力，大荣耀再来的时候，他降临橄榄山的地方，就是当

年他升天的地点。因为耶稣升天后，	天使对门徒说：你们见

他怎样升上天去，他还要怎样来（徒一章11节）。正因这缘

故，原本的升天堂是露天的，好迎接主的降临。其实，当主

降临之时，人建的屋顶又怎能阻拦他？圣经预言，当主再来

时，他的脚站在橄榄山那日，整个耶路撒冷的地理形势要起

大变化，撒迦利亚书预言：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

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

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          

（撒十四章4节）

橄榄山升天寺 （Dome of Ascension）。

橄榄山与主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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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以赛亚书还进一步预言：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

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 

　　　　　　　　　　（赛2章2节）

今天的圣殿山（原名摩利亚山）四周被比它更高的橄榄山，

诡诈山、分水岭和西山等诸山围绕，所以诗篇125篇2节说：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衪的百姓。

当主再来，降临橄榄山那日，这山就要分成两边。可能

这地势的大变化将造成圣殿山上升，“超乎诸山”的预言那

时就要成就。地质学家指出在几十年前的一场地震已在橄榄

山脊造成裂痕。确实，上帝已准备好一切，让祂的话语得以

成就。这也告诉我们：主再来的日子近了。

今天的橄榄山面对耶路撒冷的山坡地都是坟地。山上和

另一面山坡则住满阿拉伯人，不再是当年满山橄榄树的原

景。在耶稣时代，加利利的犹太人来耶路撒冷过节，多数经

过耶利哥，越过橄榄山上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到新约福音

书好几次提到耶稣经过橄榄山。当时橄榄山的山坡也是那些

整百万的朝圣客搭帐幕暂居之处。当年主耶稣就是在这山坡

走动，教训百姓。在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几天，他就是在面

对耶城的山坡上预言圣殿将被毁，并预言末世的大灾难与主

的再来。	（可十三章，太二十四章，路二十一章）

耶路撒冷橄榄山。

橄榄山与主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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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半山的金顶教堂是抹大拉马利亚俄国教堂，山下的教堂

是客西马尼园的万国教堂。

我们在天上的父

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是在探望马大和马利亚之后教导主祷

文（路十章38节，路十一章1节），而马大和马利亚所住的伯

大尼就在橄榄山东面山坡，所以传统相信耶稣是在橄榄山上教

导主祷文。今天在升天寺旁边的主祷文堂，就是纪念此事。

主祷文堂位于迦密修道院（Carmelite	Convent）		内。

早 在 四 世 纪 ， 君

士 坦 丁 大 帝 的 母

亲 海 伦 娜 皇 后 就

在 此 建 立 一 间 教

堂。千多年来，教

堂屡次被拆毁后又

重 建 。 现 在 的 教

堂 是 十 九 世 纪 所

建 的 。 教 堂 门 口

有“Pater	 Nos-

ter”	 字眼。这是

拉丁文中的“我们

的父”，即主祷文的

头两个字，所以教堂

也称为“Church	 of	

Pater	 Noster”，	

中文称为主祷文堂。

教堂的两侧和前

面回廊中，墙上都

写着各国语文的主祷

文，有人说这里有约

七十种不同语文版的

主祷文，而且数目在

持续增加中。我家老

大育信自告奋勇，跑

遍回廊，逐一点算，向我报告目前共有整百幅不同语文的主

祷文。读者他日有机会造访主祷文堂，不妨亲自查证。

迦密修道院范围颇大，环境清幽，游客不多，里面的主

祷文堂更是静穆，只有三五个游客在内默祷。一进去里面，

可以感受到一股浓厚的祷告气氛。在这里我们为教会的祷告迦密修道院 （Carmelite Convent）。

主祷文堂的回廊置满世界各国语文的主祷文。

橄榄山与主的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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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呼唤

事工代祷：愿教导人祷告的主，赐给教会祷告的灵，使教会

真正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阿门！

小心你的钱包！

七拱门瞭望台是游客云集的地方，有许多小贩兜售纪念

品、明信片和耶路撒冷旧城长画。这些长画价廉物美，值得

一买。这里也有骆驼租贷给旅客乘坐和拍照留念。不过据说

这里也是职业扒手横行之处，有的小贩还兼职扒手里！	有一

位朋友告诉我；当他在购买长画时，那位胆大包天的小贩居

然以长画遮住她伸出的“妙”手，要偷这位朋友腰包的钱！

听多了这类故事，我们在橄榄山（与旧城）时都格外小心，

以免失财。在山顶，有几位阿拉伯小贩自告奋勇要替我们拍

合家照，我都不敢把相机交给他们，只怕他们拍了照，顺手

把相机也拿走，叫我如何去追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