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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由此上乃革布去，然後上山區去，
窺看那地方怎樣，看住在那地方的人民
是強盛或是軟弱，是稀少或是眾多；他
們住的地方是好，或是壞；他們居住的
城鎮是不設防，或是設防的；有什麼土
壤，是肥沃或是貧瘠；在那裡有沒有樹
木。 (戶13:17-20)



上主你的天主快要領你進入肥美的土
地，那裡有溪流，有泉水，有深淵之水
由谷中和山中流出。(申8:7)

如果你真聽從我今天吩咐你們的誡命，
愛上主你們的天主，全心全靈事奉他，
他必按時給你們的土地降下時雨，秋雨
和春雨；必使你豐收五穀、新酒和新
油；也必使田野給你的牲畜生出青草；
如此你必能吃飽。 (申11:13-15)



因為你要去佔領的地方，不像你們出來
的埃及地，在那裡你撒了種，還要用腳
灌溉，像灌溉菜園一樣；但你們過河去
佔領的地方，卻是一個有山有谷，有天
上的雨水所滋潤的地方，是上主你的天
主自己照管的地方，是上主你的天主，
自年首至年尾，時常注目眷視的地方。
(申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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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旦河巴尼雅斯瀑布 Banias Fall

巴力斯坦北部 North Palestine
★

在你瀑布的巨聲下，深淵与深淵和唱(詠42:8)



上加里肋亞 Upper Galilee

巴力斯坦北部 North Palestine ★

耶穌走遍了全加里肋亞，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
的福音，治好民間各种疾病，各种災殃(瑪4:23)



戈蘭高地溪流
Stream in Golan Heights

巴力斯坦北部 North Palestine ★

上主，求你拿你的牧杖牧放你的人民……讓他們在巴商和基
肋阿得獲得豢養，一如昔日(米7:14)



依次勒耳平原 Jezreel Valley

巴力斯坦北部 North Palestine

★★

大地要應允五榖、酒、油，五榖、酒、油也要應允依次勒耳
(歐2:24)



猶大山區上的耶路撒冷 (770m) 
Jerusalem in the Hill Country of Judah

★
巴力斯坦南部 South Palestine

群山怎樣環繞著
耶路撒冷，上主
也怎樣保衛他的
百姓，從現今開
始，一直到永恒
(詠125:2)



★

巴力斯坦南部 South Palestine

猶大曠野 Judean Wilderness

猶大曠野的春天景色
Springtime in Judean Wilderness

荒野和不毛之地必要歡
樂，沙漠必要欣喜，如
花盛開 (依35:1)



★

巴力斯坦南部 South Palestine

猶大曠野的野生大角羊
Ibex in Judean Wilderness
(Capra ibex nubiana) 



貝督因人的帳幕 Bedouin Tent

★

巴力斯坦南部 South Palestine

亞 巴 郎 由 乃 革 布
逐 漸 往 貝 特 耳 移
動 帳 幕 ， 到 了 先
前 他 在 貝 特 耳 与
哈 依 之 間 ， 支 搭
帳幕的地方(創13:3) 



加里肋亞湖 Sea of Galilea

★

-206m



約旦河 River Jordan
★



耶里哥 Jericho

約旦河 River Jordan
★



死海 Dead Sea
★

-392m

耶路撒冷



聖經中的動植物聖經中的動植物
BIBLICAL ANIMALS & BIBLICAL ANIMALS & 

PLANTSPLANTS



羊群遮蔽了牧場，山谷蓋滿了食糧：一切在歡呼歌唱
(詠65:14)

綿羊 Sheep (Ovis aries laticaudata)

山羊 Goat (Capra hircus mambrica)



綿羊 Sheep (Ovis aries laticaudata)



山羊 Goat (Capra hircus mambrica)



那地出產小麥、大麥、葡萄、無花果
和石榴、橄欖、油和蜂蜜(申8:8)

A land of Wheat and Barley, of Vines and 
Fig Trees and Pomegranates, a Land of 
Olive Trees and Honey (Dt 8:8)



申8:8
Deut 8:8

小麥

大麥

無花果

葡萄

石榴

油(橄欖)

蜂蜜(棗)

七種農產
7 Species



成熟的小麥 Ripen Wheat

小麥 Wheat
(Triticum durum)

那時，耶穌在安息日由麥田
中經過：他的門徒餓了，開
始掐麥穗吃(瑪12:1)



成熟的大麥 Ripen Barley

大麥 Barley (Hordeum Vulgare)

這里有一個儿童，他有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但
是為這么多的人，這算得什么？(若6:9)

http://www.pbase.com/dlghg/barley
http://www.pbase.com/tjm04/localarea&page=4


黑麥草黑麥草(毒麥毒麥)) DarnelDarnel
(Lolium temulentum)

野麥野麥 WildWild WheatWheat
(Triticum dicoccoides)

莠子Darnel

在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來，在麥子中間撒上
莠子，就走了(瑪13:25)

http://www.pbase.com/jurisam/flora&page=5


葡萄的總狀花序
Flower Raceme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
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
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离了
我，你們什么也不能做(若15:5)



造 酒 原 來 是 為 使 人
愉 快 ， 并 不 是 叫 人
酣醉（德31:35）



上主，我們的天
主 ， 宇 宙 的 君
王，你創造了葡
萄的果實，我們
讚美你。

安息日 (Shabbat - Sabbath)



看，嚴冬已過，時雨止息…無花果樹已發
出初果 (歌2:11,13)

無花果 Fig (Ficus carica)

http://www.pbase.com/jurisam/trees_and_shrubs


冬天的無花果樹 Fig Tree in Winter



各人只坐在自家葡萄樹和無花果樹下，無
人來驚擾(米4:4)



石榴 Pomegranate (Punica granatum)
你隱在面紗后的兩頰，有如兩半分裂的石榴 (歌6:7)



橄欖樹Olive (Olea europaea)

我好象天主殿中的茂盛橄欖樹，全心信賴天主的慈
愛，一直到永久(詠52:10)



橄欖Olives (Olea europaea)

你的妻子住在你的內室，象一株葡萄樹結實累累；你
的子女繞著你的桌椅，相似橄欖樹的枝葉茂密(詠128:3)



棗椰樹 Dates Palm (Phoenix dactylifera)

上主以強力的手，伸展的臂，巨大的恐嚇，神蹟奇
事，領我們出了埃及，來到這地方，將這流奶流蜜
的土地賜給了我們(申26:8-9)



芥子 Mustard Seeds?

菸草樹(Nicotina glauca)(芥子樹) ?



野芥菜(Senapis arvensis)

天國好象一粒芥子，种在地里的時候，比地上一切
的种子都小(谷4:31)



White Mustard (Sinapis alba) 



野無花果樹 Sycomore (Ficus sycomorus)



野無花果樹 Sycomore (Ficus sycomorus)



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弟子，只是一個放羊兼
修剪野無花果的人 (亞14:14)



蓖麻樹 Castor (Ricinus communis)

上主天主安排了一株篦麻，使它長得高過約納，為他
的頭遮蔭，消除他的煩惱。約納很喜愛這株篦麻(納4:6)



續隨子 Caper (Capparis spinosa)
怕上高處，行路危險，杏子被棄，蚱蜢被嫌，
續隨子失去效力，因為人要回永遠的家鄉，哀
悼的人徘徊街頭（訓12:5）



杏 Almond (Amygdalus communis)

上主的話傳給我說：耶肋米亞！你看見什麼？
我回答說：我看見一根杏樹枝(shaqed)。上主對
我說：你看的對，因為我要警醒(shoqed)，看我
的話怎樣實現(耶1:11-12)



角豆樹 Carob (Ceratonia siliqua)



他恨不得拿豬吃的豆夾來果腹(路15:16) (參看瑪3:4)



橡樹 Oak (Quercus ithaburensis)

亞巴郎移動了帳幕，來到
赫貝龍的瑪默勒橡樹區居
住(創13:18)



桃金孃 Myrtle (Myrthus communis)

我要在沙漠中种植香柏
木、皂莢、桃金娘和橄
欖樹(依41:19)

你們應拿著樹木結的美果、
棕櫚樹枝、葉密的大樹枝和
溪邊的柳條；如此七天之
久，應在上主你們的天主面
前喜樂(肋23:40)



索多瑪蘋果 Apple of Sodom (Calotropis procera)

惡人和上主的仇人必要沉淪，必
要象沃野的鮮花一樣凋零，必要
象煙霧一般消散得無影(詠37:20)



兀鷹 Vulture (Gyps fulvus)

熙雍女子！你應為了你所愛的子女剃頭削髮，并要
徹底使你的頭光禿，有如一只兀鷹，因為他們已由
你面前被擄去充軍(米1:16)



岩狸是無能的一群，卻在岩石中筑巢穴(箴30:26)

蹄兔／岩貍 Hyrax (Procavia capensis)



猶太傳統猶太傳統
JEWISH     JEWISH     

TRADITIONSTRADITIONS



猶太會堂 Synagogue猶太會堂結構

婦
女
廂
座

婦
女
廂
座

讀經台

經櫃

座
位

祈
禱
廳



祈禱披肩 Prayer Shawl (tallit)



衣繸 Fringes (tzitzit)



門上的經匣 Mezzuzah

額和手上的經匣
Phylacteries (Tefillin)



以色列，你要聽：上主
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
天 主 。 你 當 全 心 、 全
靈、全力，愛上主你的
天主…。

以色列，你要聽：上主
我們的天主，是唯一的
天 主 。 你 當 全 心 、 全
靈、全力，愛上主你的
天主…。

協瑪經“Shema” (申 6:4-9; 11:13-21)協瑪經“Shema” (申 6:4-9; 11:13-21)

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南南))熙雍城門上的經匣熙雍城門上的經匣



佩戴在額上及手上的經匣 Phylacteries



正確佩戴經匣的方式 Donning the Phylacteries

額上 On the Forehead 左手上 On the Left Hand



正確佩戴經匣的方式正確穿上披肩的方式



吹號角 Shofar

在你們的慶日、節
日、月朔之日，獻
全 燔 祭 及 和 平 祭
時，還應吹號，使
你們的天主記得你
們：我是上主，你
們的天主(戶10:10)



成年禮 Bar Mitzva



安息日
Shabat

逾越節
Pesah

七燭燈台Menorah



逾越節 Pesah



帳棚節 Sukkot



1. 我是上主你的天主…
2. 不可製造任何雕像…
3. 不可妄呼上主你天主的名…
4. 應記住安息日，守為聖日…
5. 應孝敬你的父親和母親…

6. 不可殺人
7. 不可姦淫
8. 不可偷盜
9. 不可作假見証，害你的近人
10. 不可貪你近人的房舍、妻子…

十誡 The Ten Commandments



抄經及讀經 Bible 
copying & Reading



猶太經師文學Rabbinic Literature

Targum 塔爾古木
Midrash 米德辣市
Halacha 哈拉卡
Haggadah 哈加達
Mishnah 米市納
Talmud 塔耳慕得
Commentary 注釋



TorahNebi’im Ketuvim

Targum

Midrash
Haggadah

Midrash
Halachah

Mishnah, etcMidrash
Rabba, etc

Babylonian
Talmud

Palestinian
Talmud

Rashi, Maimonides
Ibn Ezra, Rambam, etc

Alfasi, Mishna Torah,Rosh,
Tur, Shulchan Aruch, etc



猶太經師聖經譯釋本 Rabbinic Bible



新約時代生活新約時代生活
LIFE IN NT TIMESLIFE IN NT TIMES



翻土及撒種
Ploughing & Sowing



收割大麥 Barley Harvest



揚麥及打麥 Winnowing 
and Threshing



手磨 Hand Mortar
推磨 Stone Mill

磨麥 Grain Grinding



揉麵及烘製麵包
Kneading & Baking Bread



榨油裝置
Oil Mill & 

Press



榨油池 Oil Press





壓麥板 Threshing Board



打麥場 Threshing Floor



玄武岩石磨 Basalt Stone Mill



油燈 Oil Lamp

新約時代油燈
NT Oil Lamp



模擬逾越節晚餐An Imitation Passover Meal



葛法翁村屋 Village Houses in Capernaum



耶路撒冷聖殿耶路撒冷聖殿
TEMPLE OF TEMPLE OF 
JERUSALEMJERUSALEM



新約時代的耶路撒冷
Jerusalem of NT Times



撒羅滿聖殿(公元前十世紀) Temple of Solomon

1. 聖所 Sanctuary
2. 約櫃 Ark of the Covenant
3. 全燔祭壇 Altar of Burnt Offering
4. 銅海 Laver
5. 至聖所 Holy of Holies
6. 雅津銅柱 Jachin
7. 波阿次銅柱 Boaz



黑落德擴建的聖殿 Temple of Herod the Great



1 至聖所Holy of Holies 6 以色列庭院Court of Israel
2 聖所The Holy Place 7 婦女庭院Court of the Women
3 門廊Vestibule 8 麗門Gate Beautiful
4 全燔祭壇Altar of Whole Burnt Offering  9 撒羅滿廊Solomon’s Portico
5 司祭庭院Court of the Priests 10 王廊Royal Portico

北門
以色列池

西門 異民庭院

矮牆

通道

異民庭院

雙重門 三重門

金門

「聖殿頂」

安多尼堡 黑落德擴建的聖殿



聖殿西牆/哭牆(Western / Wailing Wall)



聖所 Sanctuary

更換十二塊供餅更換十二塊供餅

七燭燈台 Menorah

至聖所前的帳幔 Curtain 
in front of the Holy of Holies

供餅 Bread of Presence



獻香 Incense Offering

香船 Incense Boat

調和乳香Mixing Incense



聖殿模型 Model of The Temple (1:50)



王廊 Royal Portico



聖殿模型 Model of The Temple (1:50)



聖殿南部的石階 Steps at South of Temple 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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