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该撒利亚之宫殿该撒利亚之宫殿该撒利亚之宫殿该撒利亚之宫殿 
Caesarea Palace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您知道希律王在地中海边有一所宫殿吗？您知道使徒保罗曾被囚禁在此

吗？ 

考古学家知道希律王在该撒利亚有所宫殿。他们在此工作多年，一直到

1992 年才找到确实的位置。宫殿位于地中海边突出的岩岬上，离剧院

不远，墙壁已不存在。挖出的是一深切入石的游泳池，四周环绕着圆

柱。游泳池一出土，考古学家就确知宫殿找到了。 

宫殿的墙壁已不存在。但离游泳池不远，他们找到了一块华丽的镶嵌地

板，是餐厅的一部份。赴晚宴的宾客可能从城市的其它地方而来。在用

餐时，他们的目光可穿过池边的圆柱，远眺海平线上的落日。景色壮

观，合于帝王气派。 

皇宫已修复并开放给观光客参观。我去过好几次，每次都会想到使徒保

罗。他第三次出外传教时，在耶路撒冷被捕，然后就被带到该撒利亚。

他被带到总督菲利斯面前，圣经使徒行传 23 章 35 节里说，菲利斯下令

把保罗拘禁在希律王的宫殿里。当我在宫殿的废墟里缅怀过去时，想到

保罗曾被关在此处，圣经在那一刻变得十分真实。 

若想得知保罗在该撒利亚被囚禁两年之事，请读使徒行传 23 章 26 节。 

 
Bill Humble photo - all rights reserved.  

希律王在该撒利亚宫殿的游泳池。1992 年出土，是宫殿建筑上之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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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该该该撒撒撒撒利利利利亚亚亚亚渠渠渠渠道道道道 
Caesarea Aqueduct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您知道希律王在该撒利亚的海港现在被挖掘出来了吗？我们因此得以见

着许多新约时代的建筑物。 

就在耶稣出生前不久，希律王在地中海边的该撒利亚建了一座大城市和

人类史上的第一个人造港口。就如同一般的罗马城市，该撒利亚有条宽

广的大街，取名为卡杜马克思摩斯 (Cardo Maximus)。城里还有码头，

仓库，希律王的皇宫，皇帝的寺庙和大型的剧场。 

该撒利亚没有天然的水源，所以希

律王的工程师设计了一条将近十公

里 长 的 人 工 渠 道 ， 把 迦 密 山

（Carmel Mountains) 里的水引进

城市。他们也在山区和渠道间挖了

一个地道，把水从山中导入渠道

口。 

有一百多年的时间，该撒利亚都是

靠这渠道来供应水。第二世纪时，

城市人口大幅度增加，黑德安大帝

（Hadrian) 沿着原来的渠道又加盖了一条同样长度的渠道。 

在瞻仰这宏伟渠道或攀登其上时，我们不禁想起该撒利亚在圣经使徒行

传里之重要性。腓利在向埃提阿伯的人传道之后，曾到此停留。数年之

后，还回来居住。彼得从约帕去该撒利亚使格尼流归信主。他和家人成

为全国外邦人里首先信主的。之后，保罗，路加和同行的伙伴曾数次进

出该撒利亚之港口。在驶进港口时，迎面而来的是三座刻了雕像的宏伟

圆柱，景观必令人叹为观止。保罗被逮捕后，也在此地的监狱待了三

年。 

当观赏该撒利亚的渠道和建筑物时，我们想起早期在那儿的基督徒如彼

得，哥尼流，腓力，保罗和陆路加。圣经立刻活灵活现起来，因为圣经

不是神话或传说，里面都是真人真事，有史料可供考据的。 

新约圣经里有几处提及该撒利亚，请读使徒行传 8:40；9:30；10:1-

11:18；18:22；23:23-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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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该萨利亚水的渠道。将近十公里长的

拱形支柱，大部份都埋在沙里。  

 



该撒利亚的剧场该撒利亚的剧场该撒利亚的剧场该撒利亚的剧场 
Caesarea Theater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您知道耶稣诞生不久,下令杀害所有婴儿的希律王,也是圣地史上一位

伟大的建筑师吗? 他当时盖的许多建筑物到今天还看得到。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的研究，希律王所造最宏伟的

建筑是在地中边的该撒利亚。这城市在圣经的使徒行传里曾被提及多

次。希律王需要一个港口，但当地没有，他就决定营造一个人造港

口，在当时是个创举。 

罗马人那时刚学会如何把水泥倒入水中，让它在水中凝固。 希律王

的工程师在海中到进了水泥的地基，然后降入海中长达约 15 公尺的

石块。他们还盖了两个延伸入海的抗洪堤。其中一个有 1.6 公里长。

藉着这两个抗洪堤，他盖了人类史上第一个人工海港。 

希律王之后花了十二年在港口边盖了一座城市。 城里有皇宫，圣

殿，剧院，码头和仓库。剧院在五十多年前被意大利的考古学家挖掘

出来，现已被修复并对外开放，里面可容纳约四千名观众。 1961 年

意大利的考古学家安东尼佛法（Antonio Frova）在此剧院里发现了

一块石碑。上面刻了判决耶稣死亡的罗马总督彼拉多 (Pilate) 的名

字。这块石碑是唯一证明他存在的证据。 

该撒利亚在使徒行传里被提及数次。第一位归信基督的非犹太人哥尼

流是驻防在此的罗马军官。当我造访当地的剧院时，不禁揣想哥尼流

和他家人坐在那观赏歌剧的情

景，新约圣经里的人物变得十分

真实起来。 

新约圣经里有多处提及该撒利

亚：使徒行传 8:40; 9:30; 10:1-

11:18; 18:22; 23:23-26:32。 

 
           Bill Humble photo - all rights reserved.  

希律王在该撒利亚的剧院,造于西元前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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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大大祭祭祭祭司司司司的的的的骨骨骨骨罐罐罐罐 
Caiaphas Ossuary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去耶路撒冷时,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浏览以色列博物馆,其中有三件古物

使我仿佛亲眼目赌耶稣的受难。 

第一件是 1990 年在耶路撒冷出土，有两千年之久的骨罐。骨罐大约

二英尺长，用大理石或石头所造。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埋葬死人的方式

和我们今天很像。在肉身腐坏之后，他们把骨头捡起放进骨罐。很多

骨罐被保存在家族的坟墓中。 

1990 年时，考古学家在南耶路撒冷找到了从未被开启的家族坟墓。

这个从新约时代一直被保存至今的坟墓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里面有好

几个骨罐。其中之一外壳不但刻了美丽的图案还两次出现了同一个人

名—该亚法。这个人名让考古学家振奋不已。他们相信这人就是我们

在新约圣经里读到的大祭司。 

根据新约圣经，当该亚法和其他犹太领袖商讨如何谋害耶稣时，大家

就是会聚在他的官邸。之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被带到犹太人的

公会和该亚法面前受审。 

祭司长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的名命令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

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是,”他们就判处他死刑。 

考古学家在该亚法的家族坟墓里发现他的骨罐后, 检验了里面的骨头, 

把它们埋在橄栏山，骨罐则陈列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博物馆。我

看到骨罐时，仿佛就站在该为耶

稣的死负责的人面前，心中真是

百感交集。 

若想得知有关该亚法的记载，请

读马太福音 26:1-5 and 26:57-

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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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大祭司该亚法骨头的骨罐，1990              

年在南耶路撒冷的家族坟墓里发现。 

 



大大大大祭祭祭祭司司司司的的的的骨骨骨骨罐罐罐罐 
Caiaphas Ossuary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去耶路撒冷时,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浏览以色列博物馆,其中有三件古物

使我仿佛亲眼目赌耶稣的受难。 

第一件是 1990 年在耶路撒冷出土，有两千年之久的骨罐。骨罐大约

二英尺长，用大理石或石头所造。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埋葬死人的方式

和我们今天很像。在肉身腐坏之后，他们把骨头捡起放进骨罐。很多

骨罐被保存在家族的坟墓中。 

1990 年时，考古学家在南耶路撒冷找到了从未被开启的家族坟墓。

这个从新约时代一直被保存至今的坟墓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里面有好

几个骨罐。其中之一外壳不但刻了美丽的图案还两次出现了同一个人

名—该亚法。这个人名让考古学家振奋不已。他们相信这人就是我们

在新约圣经里读到的大祭司。 

根据新约圣经，当该亚法和其他犹太领袖商讨如何谋害耶稣时，大家

就是会聚在他的官邸。之后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被带到犹太人的

公会和该亚法面前受审。 

祭司长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神的名命令你发誓告诉我们，你是不

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是,”他们就判处他死刑。 

考古学家在该亚法的家族坟墓里发现他的骨罐后, 检验了里面的骨头, 

把它们埋在橄栏山，骨罐则陈列

在耶路撒冷以色列的博物馆。我

看到骨罐时，仿佛就站在该为耶

稣的死负责的人面前，心中真是

百感交集。 

若想得知有关该亚法的记载，请

读马太福音 26:1-5 and 26:57-

2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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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大祭司该亚法骨头的骨罐，1990              

年在南耶路撒冷的家族坟墓里发现。 

 



钉钉钉钉在在在在十十十十字字字字架架架架上上上上的的的的男男男男人人人人 
Crucified Man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我曾多次参观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在那有三件与耶稣受难的

古物深深触动我的心。 

这三件古物是刻了彼拉多（Pontius Pilate）这名字的碑文，大祭司该亚

法（Caiaphas）的骨罐和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受刑人的骨头。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埋葬和复活是基督徒信

仰的核心。 

被处死在十字架上是罗马时代很

普遍的一种刑罚。史学家 提及有

上千人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

不但是一种残忍的刑罚，在当时

人眼里也代表了耻辱。可以想见

受刑人的家属不愿保留任何证

据，也因此考古学家一直到 1968

年才找到跟这方面有关的证物。 

1968 年 Vassilios Tzaferis 博士在

耶路撒冷附近的 Scopus 山挖到了

几个墓穴，里面藏有新约时代的

骨罐。其中一个骨罐上刻了约翰二字。里面有一副 25 岁男子的骨头。 

耶路撒冷的 Hadassah 医学院在检验过这副骨头后，断定这年轻男子是

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有有一根长钉子穿过了他的两个脚踝骨。橄栏树做

的十字架上有坚硬的节瘤， 钉子在钉入后严重扭曲，无法自骨中拔

除，所以跟着约翰一起入土。这是目前考古学上唯一找到的和十字架刑

罚有关的证据。 

我曾和 Tzaferis 博士一起在以色列做考古上的挖掘。他告诉我当他挖到

这副骨头时不知有多兴奋。当我在博物馆里看到钉子仍在骨中时，想到

耶稣也是如此被钉在十字架上，内心震撼不已。 

若想得知耶稣是如何被钉在十字架上，请读马太福音 27 章，路加福音

23 章，约翰福音 1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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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50 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名为约翰的年轻
男子的骨头。是目前考古上唯一找到能证明十
字架刑罚的证物。Vassilios Tzaferis博士于 1968

年在耶路撒冷附近的 Scopus山找到的。  

 



彼彼彼彼拉拉拉拉多多多多的的的的石石石石碑碑碑碑 
Pilate Inscription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我曾多次参观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里面有三样古物使耶稣

的死于十字架变得十分真实。 

第一件使我仿佛亲眼目睹耶稣死亡的古物是刻有彼拉多（Pilate）这

名字的石碑。彼拉多是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巡抚。 

当时被称成为公会的犹太人法庭已判处耶稣死刑，但只有罗马人能执

行死刑，所以公会把耶稣送到罗巡抚彼拉多面前。 

彼拉多在审判耶稣时，很快就发现耶稣并没有犯任何该被处死的罪。 

彼拉多的太太也告诉他不要处决这正直的人。彼拉多想放走耶稣，但

犹太人要求处死他。他们以上告凯撒大帝彼拉多不忠为要挟。使彼拉

多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 1961 年之前,除了文字记载,我们没有任何有关彼拉多的证据。

1961 年意大利的考古学家 Antonio Frova 在该撒利亚的剧院工作

时，发现了刻有彼拉多名字的石碑。名字是用拉丁文写的，仍清晰可

见。石碑上还有 Tiberium 一字。考古学家不确定是什么，但推断可

能是彼拉多协助建盖，用来敬拜皇帝的圣殿。 

当我见到那块刻有彼拉多名字的石碑时，仿佛可听见他下令，“把他

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似乎回到两

千年前的现场，目睹耶稣的受刑，

内心受到巨大的撞击。 

若想得知彼拉多在耶稣受刑之事上

所扮演的角色，请读马太福音

27:11-56 和 约 翰 福 音 18:28-

19:16。 

 

 

 

美国联络处: World Christian Broadcasting, 605 Bradley Court, Franklin, TN 37067  (USA) 

 Website: www.smzg.org     email address:  dbque@smzg.org   

Bill Humble photo - all rights reserved. 

刻 有 彼 拉 多 名 字 的 石 碑 。 1961 年

Antonio Frova 在该撒利亚剧院工作时

发现的。是目前在考古上唯一出土和比

拉多有关的证据。 

 



被被被被拘拘拘拘于于于于该该该该撒撒撒撒利利利利亚亚亚亚的的的的保保保保罗罗罗罗 
Paul at Caesarea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您可知道耶稣的门徒保罗曾被关在该撒利亚两年? 考古学家最近找到

了关保罗的宫殿。 

在使徒行传中, 我们可读到有关保罗入狱的记载。他在第三次出外传

教後, 回到耶路撒冷, 同行的伙伴如路加都在他身旁。保罗去圣殿

时，一些怀有敌意的人控告他把外邦人带来，亵渎了圣殿。然后 群

众围攻他，意图要杀死他。罗马士兵把他解救出来拘留在 Fortress 

Antonio。有四十多个人设计要谋害他。 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必须

先确保他的安全。罗马千夫长差遣了一大队士兵把他护送到 55 英里

外的该撒利亚。 

保罗被送到巡抚腓力斯处, 圣经使徒行传 23 章 35 节说巡抚吩咐人把

他看守在希律王的衙门里。希律王的宫殿位于地中海边突出的岩岬

上。 考古学家一直到 1992 年才挖出了它的遗址， 现已修复并对外

开放。 

圣经并未提及保罗被关在宫殿何处， 但考古学家发现几个有若地牢

的小房间，很可能曾被用作监狱。果真如此，其中一间可能就是用来

关保罗的。根据圣经，腓力斯把保罗关了两年，巡抚非斯都掌权后，

保罗上诉凯撒大帝，被送回罗马审判。 

每当我造访希律王的宫殿，就想到

保罗曾被关在那里，而且很可能就

是其中的一间小地牢里，使徒行传

就在我眼前活了起来，里面的记载

都是确有其人其事，圣经是可信赖

的。 

您可在圣经使徒行传 23 至 26 章里

读到保罗被关在该撒利亚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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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律王宫殿里有若地牢的小房间。宫
殿是在 1992 年出土的，保罗很可能就是
被关在这里。 

 



圣圣圣圣 殿殿殿殿 的的的的 石石石石 阶阶阶阶 
Temple Steps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太空人阿姆斯壮因他登陆月球的壮举长久被人们追念。您或许不知道

他也曾站在另一块深具意义的土地上。 

我去过耶路撒冷好几次。每回去，我都会造访石顶清真寺 (Dome of 

Rock)。在两千年前耶稣的时代，耸立在山头的是犹太人的圣殿。所

罗门王在西元前一千年造了第一所圣殿，这所圣殿被摧毁后，耶稣诞

生前，希律王又盖了第二座圣殿，但山不够大，所以希律王在

Moriah 山旁盖了巨大的护堤壁。而且在山的南方，他盖了大的石

阶，在耶稣时代，这些石阶是圣殿的主要入口。 

希律王的圣殿在西元 70 年被罗马人摧毁了, 就如同耶稣所预言的。

但环绕在圣殿旁边的巨墙和石阶都没被破坏。考古学家 Benjamin 

Maza 从 1968 年起此先是挖出了南边的墙，然后挖出新约时代人们上

殿的石阶。 

阿姆斯壮在 1988 年去耶路撒冷时就站在那些石阶上。他问导游，

“耶稣也曾站在这些石阶上过?”导游回答,“当然，耶稣是犹太人，

去过圣殿好多次，这些石阶是进圣殿的主要入口，当然耶稣曾站在其

上。” 

阿姆斯壮静默了一会说,“对我而

言，站在这些石阶上比站在月球上更

有意义。” 

当我走在耶稣曾经踏过的土地上，仿

佛他就在眼前，心里涌起对他更深的

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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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圣殿前的石阶。耶稣在这所圣殿

里教导人并预言圣殿的摧毁。阿姆斯壮

造访此处时曾说，“对我来说，站在这

些石阶上比站在月球上更有意义。” 

 



赫人 
Hittites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您听过赫人这民族吗？可能没有。他们曾住在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之地，但正史上从无记载。近代考古学发现了赫人存在的证据，因此

也证明了圣经的正确性。 

圣经的旧约是一部历史，记载了三，四千年前的民族和当时发生的事

件。赫人就是旧约里记载的一个古民族。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他

们在圣经中被提了四十多次，可见他们一定是个重要的民族。 

但赫人后来毫无痕迹的消失了。希腊和罗马史学家都没有提及他们，

也渐渐被人遗忘。所以到不久前，我们只有在圣经中才会读到有关赫

人的记载。批评圣经的人把他们当成是虚构的民族。 

但考古学家后来找到了赫人的遗址。二十世纪初期，考古学家 Hugo 

Winckler 在土耳其中部挖掘。他在安卡拉以东 160 公里的地方发现

了赫人帝国首都的遗址。他挖到了他们的城墙，城门，城寨，神殿，

雕塑和上千块泥版。赫人的文字也慢慢被解读出来，我们因此得知他

们的历史。 

我们知道西元前 1285 年时，他们曾

和法老 Rameses 二世 和埃及人有一

场主要的战役，我们甚至看到他们战

后所签的和平条款。在伊斯坦丁堡和

安卡拉的考古博物馆里现在陈列了许

多赫人美丽的艺术品。 

感谢考古学家把在人类文明史中消失

的赫人又重新找了回来。就如同旧约

所记载，亚伯拉罕和大卫的时代，他

们都在那里。对圣经怀疑的人过去嘲

笑赫人是虚构的，但考古学的证据推

翻了他们的看法，圣经的正确性是毋

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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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人帝国首府皇帝的大门，在二十

世纪初期土耳其中部安卡拉以东

100 英里的地方出土。旧约中有四

十多处提及赫人，因下是其中几

处：创世纪 15:20; 23:1-20；约书

亚记 1:4;士师记 1:26；撒母耳记

下 11:1-27。 

 



造访哈突撒斯造访哈突撒斯造访哈突撒斯造访哈突撒斯    
 A Visit to Hattusas 

By Bill Humble (翻译：何云) 

圣经记载了神的话语也同时记载了许多古文明的历史，很多人质疑圣经

中一些古文明的真实性，近代考古学家的发现为圣经提出了最好的证

据。我曾造访位于土耳其古赫人帝国的首府，是圣经和考古学相辅相成

的好例子。 

翻看旧约圣经头几本书时，我们可找到四十几处有关赫人的记载。虽然

这民族在圣经中多次出现，在历史中却无蛛丝马迹而且已被人们遗忘。

我知道批评圣经的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存在过，或许只是神话或传说。

考古学家在二十世纪找到了赫人帝国的首都哈突撒斯，位于现在的土耳

其，我们因此有了许多有关赫人的资料。 

我一直希望能去哈突撒斯，也总算如愿以偿，那是个难忘的美好经验。 

挖出的废墟要比我想像中庞大。我站在环绕哈突撒斯的城墙上，对它的

巨大赞叹不已；我也穿过筑在墙中的隧道；我还看到了美丽的城门，和

有守卫将士在其上的皇帝的大门，还有人面狮身的大门。 

我看到军事要塞的碉堡；我也在他们的圣殿里漫游，殿里供奉了赫人所

信奉的神。在安克拉的博物馆里，我见到一间间展览室里满是赫人的艺

术品。 

在造访哈突撒斯的那个寒冷雨天，

我想到了圣经和它对赫人的记载。

也想到批评圣经的人曾怀疑是否真

的有这民族，而我人就在土耳其，

游览探索一度是宏伟城堡的废墟。

我心里撼动不已，“不，赫人不是

圣经上历史的漏洞。环绕在我四周

的就是证据。圣经的记载是真实

的。那些怀疑的人是错的。圣经是

可信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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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赫人圣殿的废墟是二十世纪初期在土耳

其中部出土的，大约在安克拉以东 160 公里

的地方。若想读有关赫人的记载，请参考圣

经创世纪 15:20；23:1-20；约书亚记 1:4；

士师记 1:26；撒母耳记下 11:1-27。 

 



狮子浮雕狮子浮雕狮子浮雕狮子浮雕 
 The Lion Relief 

By Bill Humble （ 翻译：何云 ） 

我曾多次参观位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馆里有个石头的浮雕常吸

引我驻足良久。浮雕是在加利利海以南 32 公里的伯珊出土的，大约有

0。9 公尺宽，雕出了一支狮子和一支狗。狗的形象十分英勇，因它正

在攻击狮子，牙齿深陷在狮子的背部。博物馆解说这石雕是在耶稣诞生

前一千七百年完成的。 

虽然狗和狮子争斗很有趣，但更引起我注意的是这座浮雕可能是古赫人

的作品。赫人在旧约中被提及四十多次。当亚伯拉罕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时他们也在那里。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过世时，他从赫人以弗伦那买了

一个墓穴。 

但赫人后来却从历史中消失了，唯有在圣经中会看到有关他们的记载，

所以很多人怀疑赫人的真实性。一直到考古学家在土耳其挖出赫人过去

居住的城市哈突撒斯，才涤清了很多人的疑虑，我们也因此得知赫人在

西元前 1500 年是个强大的民族。 

回到我先前提及的狗和狮子的石雕。它是在加利利海边的伯珊出土的，

制造时间可追溯到西元前一千七百年，而且很可能是赫人的作品。它看

起来跟我在伊斯坦布兰和安克拉博物馆看到的赫人所作的浮雕很像。赫

人的艺术品中常以狮子作为题材。以色列博物馆也把这浮雕归类为赫人

的艺术品。 

如果这座狗和狮子的浮雕真是赫人

的作品，就表示如同圣经所记载在

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时代，

赫人也同时存在。考古再次证明了

圣经正确记录了史实。如果我们能

相信圣经中记录的历史部份，我们

也应该能信赖圣经中所提到的神和

耶稣以及我们生命意义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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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子和狗的浮雕。做于西元前 1700 年，

在伯珊出土。很可能是赫人的作品，如果

是的话就证实了圣经对赫人记载的真实

性。请参考创世纪 15:20；23:1-20；

25:9；26:34。 
 



吾珥之庙塔吾珥之庙塔吾珥之庙塔吾珥之庙塔 
 Temple Tower at Ur 

By Bill Humble （ 翻译：何云 ） 

耶稣的祖先亚伯拉罕是圣经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神曾对他说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他而得福。他所居住的地方吾珥在二十世纪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

了，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座祭祀用的庙塔。 

亚伯拉罕的故事被记录在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里，圣经里其余的部分都

在阐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的后代，他的土地，和一位救主。 

亚伯拉罕对犹太教，回教和基督教都很重要。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是亚伯

拉罕的后裔。我们现在从 DNA 可以证明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确

实有共同的祖先。对基督徒来说，亚伯拉罕是所有信耶稣的人属灵上的父

亲。 

根据圣经的创世纪，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在吾珥的家去另一个他要他去

的地方。吾珥位于今天伊朗南部幼发拉底河旁，大概是伊拉克港市巴斯克

以西 160 公里之处。 

1920 年代 Sir Leonard Wooley 把吾珥挖掘出来。他所找到的宝贝现在存

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里。Wooley 发现吾珥在西元前 400 年左右开始便

有人居住，所以当亚伯拉罕和撒拉住的时候吾珥已经是个老城市。 

Wooley 在吾珥发现的最重要的建筑物是一个庙塔。这些叫亚述古庙塔的

圣塔在美索布达米亚区很平常，在埃及有金字塔前就已经存在了。 

在吾珥出土的庙塔是红砖做的，

320 公里长，112 公里高。考古学

家已经把塔修复了，很万幸在战

争中没有被破坏。 

在吾珥的庙塔主要是供奉他们的

月神。当神召唤亚伯拉罕的时

候，他离开吾珥和月神，被带到

神所应许的地方去，也就是我们

所知道的圣地。大约两千年之

后，亚伯拉罕的一个子孙诞生在

伯利恒的马槽里，被取名叫耶稣。亚伯拉罕全心信靠主。使徒保罗在新约

里写道，如果我们在耶稣里，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种子，也是神应许给亚

伯拉罕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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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加勒底吾珥的庙塔，320 公里长，112 公里

高，主要供奉的是月神。有关神呼召亚伯拉罕出

吾珥的纪录是在创世纪 11:27-12:9 节以及加拉太

书 3:6-25。 



吾珥之石雕 
Standard of Ur 

By Bill Humble （ 翻译：何云 ） 

耶稣的祖先亚伯拉罕在被神呼召前，住在一个叫吾珥的地方，吾珥位于今

天伊朗南部，考古学家在当地挖出了很多宝藏，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 

根据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在加勒地的吾珥长大，但当神呼唤亚伯拉罕

时，他就离开吾珥，前往神为他准备的应许之地。感谢考古学家，由于他

们的探采挖掘，我们得以知道亚伯拉罕离开后的吾珥是什么样子。 

Sir Leonard Wooley 在 1920 年代挖出吾珥。他找到了一些皇室的坟墓，

里面有黄金做的宝藏。他看到了一个以牛头作装饰得金竖琴。他也发现了

用金叶和金花做的女人的头饰。这些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 

但是考古学家最有名的发现是一座浮雕。这浮雕以蓝色的石头为底，上有

七十个用白海贝刻的人物。艺术家以一连串的景象展现吾珥的人处于战争

或和平中的情景。他们手持武器，驾着马拉的战车。胜利之后，他们以音

乐和酒欢欣庆祝，把小公牛献祭给他们所敬拜的神。 

这些出土的宝贝和亚伯拉罕也许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吾珥的这座浮雕是在

亚伯拉罕出生前五六百前完成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些出土的宝藏显示在西

元前 2000 年左右，吾珥的文明发展已经非常先进了。 

所以亚伯拉罕离开的城市并不是个落后

的地方。城里有庙宇，军队，和上乘的

艺术品。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他顺服

神离开了吾珥，在神要给他后裔的土地

上飘荡。他住在帐篷里，带着羊群，在

耶路撒冷西南的希伯伦和别是巴逐水草

而居。凭着对神的信心，他期盼神所要

建立的城市。 

亚伯拉罕是对神深深信靠的人。所有的

基督徒都是他属灵上的儿女，这也是对

他在后裔应许上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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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珥的石雕，上有七十个用白海贝雕

的人物。有关亚伯拉罕离开吾珥的故

事记录在创世纪 11:27-12:9；希伯

来书 1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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