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中神約旦，以色列考察團



5/1 香港 –安曼 (約旦航空，晚
機)









6/1 尼波山，約旦 – 以色列(北
部)，約但尼，塔加 (八福堂)，
迦百農，夜宿拿撒勒



尼波山 遙望應許之地



盤蛇十字架



約但尼

(約但河中游)
相傳是

施洗約翰施洗的地方



約但尼





塔加

八福堂



八福堂



八福堂



八福堂



八福堂



迦百農



民居遺蹟



建在彼得之家、周邊呈八角形的古代教堂遺蹟



彼得之家上面的新教堂



加利利湖夜景



7/1 塔加 (餅和魚堂，彼得首
席堂)，但，班尼亞斯，亞比
勒山，迦拿，夜宿拿撒勒





彼得首席堂



彼得首席堂



彼得首席堂



但(約但河上游)



班尼亞斯(該撒利亞腓立比)



班尼亞斯(該撒利亞腓立比)



班尼亞斯(該撒利亞腓立比)



奧古士督廟遺蹟後方的潘神岩洞



城門口



亞比勒山(交託大使命)



迦拿婚宴堂



迦拿婚宴堂



8/1 該撒利亞，迦密山，米吉
多，拿撒勒，夜宿拿撒勒





該撒利亞



該撒利亞



該撒利亞



【主信實無變】

1.慈愛主信實無變，在每天清晨，主愛已彰顯。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陰晴，主愛勵勉。

2.慈愛主信實無變，日影西斜，主愛更溫暖。

慈愛主信實無變，沒有分冬暖，主愛復眷。

副歌：愛慕到達主跟前，渴慕救主引牽。

困苦，壓逼，憂心，掛念，

神愛眷必不停斷，神愛眷終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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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信實無變】

副歌：愛慕到達主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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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撒利亞



拱橋式引水道





拿撒勒報喜堂



9/1 撒瑪利亞，雅各井，撒母耳
塚，夜宿伯利恆





拉瑪

「撒母耳墓」





10/1 聖殿山，西牆，大衛
城，苦道，聖墓堂。錫安
山(大衛塚，樓房)，夜宿伯
利恆



聖殿山



西牆



西牆



大衛城





希西家引水道



西羅亞池出口



苦道





【我決定跟隨耶穌】

我己經決定要跟隨耶穌，
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
我已經決定要跟隨耶穌，
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十架在前頭世界在後頭，
十架在前頭世界在後頭，
十架在前頭世界在後頭，
永不回頭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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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隱迦琳(探訪堂，施洗約
翰堂)，名號紀念館，希律時
代耶路撒冷模型，以色列博物
館，夜宿伯利恆



隱迦琳：施洗約翰堂



【陶造我生命】
神願你來陶造我，
使我在靈裡果子更多。
奇妙聖靈，請將心窩潔淨，
剔出污穢願能成聖。

恩主我求能像你，
心內柔和與謙卑。
憑熱愛熱誠感染萬千生命，
彰顯美善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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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號紀念館



名號紀念館



名號紀念館



名號紀念館



(死海古卷博物館)聖書博物館



希律時代耶路撒冷模型



12/1 橄欖山(主禱文堂，主哭
堂，萬國堂)，伯利恆(主誕堂，
牧羊人在野地堂)， 夜宿伯利
恆



主禱文堂



主禱文堂



主哭堂



主哭堂



【 EMMANUEL神與你同在】

EMMANUEL神與你同在，

EMMANUEL常與你同在，

1. 在每一刻，上帝以千般恩惠，

寬恕賜下憐憫，拋開怨恨，為救萬人，
EMMANUEL。

2. 在每一天，為我去擔起失意，

衝破障礙迷惘，天天仰望，未怕獨航，
EMMANUEL。



【 EMMANUEL神與你同在】

EMMANUEL神與你同在，

EMMANUEL常與你同在，

1. 在每一刻，上帝以千般恩惠，

寬恕賜下憐憫，拋開怨恨，

為救萬人，EMMANUEL。



【 EMMANUEL神與你同在】

EMMANUEL神與你同在，

EMMANUEL常與你同在，

2. 在每一天，為我去擔起失意，

衝破障礙迷惘，天天仰望，

未怕獨航，EMMANUEL。



客西馬尼園



客西馬尼園



萬國堂





13/1 耶利哥，昆蘭，死海，
亞拉得，夜宿亞拉得





昆蘭



死海暢泳





14/1 馬撒大，別是巴，夜宿
耶路撒冷



馬撒大



馬撒大



馬撒大



15/1 伯大尼，花園塚，伯示
麥，亞西加，約帕，台拉維
夫 – 安曼 – 香港

16/1香港



伯大尼



花園塚



花園塚（守主餐）



花園塚



【希伯來書 12】

1所以，既然我們有這許多見證人
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
樣重擔和緊緊纏累的罪，以堅忍的
心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希伯來書 12】

2仰望我們信心的創始成終者耶穌，
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如今已坐在
上帝寶座的右邊。



【希伯來書 12】

3你們要仔細想想這位忍受了罪人
如此頂撞的耶穌，你們就不致心灰
意懶了。



【因著信】
1.憑信，他離別吾珥；因信，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

2.憑信，他行近紅海；因信，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3.憑信，我們懷著憑據；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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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著信】

3.憑信，我們懷著憑據；

因信，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約帕













【誰曾應許】
誰曾應許，一生不撇下我？
每段窄路，誰陪我去走過？
誰還領我，於青草恬靜處躺臥，
豐足恩惠比海沙更多？

誰曾應許，天天看顧著我，
晝夜眷佑，連頭髮也數過？
誰還以愛驅走心裡懼怕怯懦，那懼路途捲動著漩渦？

因你是我主我避難所，我盾牌和詩歌，
你是我的高臺我隨時幫助，
來吧，用信心讚頌和高歌，你永在我心窩，
唯你有永生江河，除你以外不倚靠別個。

我究竟算甚麼，神你竟這般顧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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