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Journey to the Holy Land 
圣地之旅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Lord Jesus 
跟随主耶稣的脚踪

Lesson 5 Galilee & Capernaum

第五课 加利利和迦百农

Arthur Yin





对游圣地的顾虑和看法

• 偶像化
• 商业化
• 非基督化

• 实地考察的得着
• 圣经真实性：
• 圣经的证实性：
• 圣经的神性：
• 圣经的可读性：
• 圣经的激励性：



0，4BC耶稣回到了拿撒靳
1，26AD去了伯大尼，约翰施洗。
2,  耶稣在旷野中被试探。
3，在家拿行神迹水变成酒
4，拿撒勒不接受耶稣，推主崖
5，在加百农赶鬼。路4：31-37

6,   27AD，加百农去耶路撒冷逾越节
7，耶稣去犹太地旷野为人施洗。
8，经过撒马利亚去加利利, 停叙加.

9，叙加去加利利，医治
10，拿撒勒东南拿因寡妇之子复活
11,  伯赛大，召徒，医教，来加利利
12,  加百农去格拉森
13，低加坡里传道后回加百农治血漏
14，从加百农走到拿撒勒，不被本
heal, cast out demons 28AD winter.



“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
；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
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
希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
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
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
木匠吗？不是马利亚的儿子雅各
、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
？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
」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
：「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
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
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
。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
村教训人去了。”
马可福音 6:1-6 神



加拿婚宴教堂



“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
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
们丧命啦！」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
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众人希奇，说：

「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马太福音 8:23-27 

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
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
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
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
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
止住，大大地平静了。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
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

和海也听从他了。」”
马可福音 4:1-2, 4-9, 35-41



1、加利利（circle).

2，“这事以后，耶稣
渡过加利利海，就是
提比哩亚海。”约6:1 

3，13mi x 7mi x 70m

4， 世上第二最低
200米水平面下。

5，Syrian African rift.

6，3/4 耶稣神迹在这
附近发生



加利利海





加利利海游船













做盐和光 很多山上的房子灯很远看见，不能隐藏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
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
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
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
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
上的父。」”太 5:13-16 

撒种的比喻 加利利有热，湿，温，干，石头之间。
“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
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
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
「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
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
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
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
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三十
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又说：「有耳可听
的，就应当听！」”可 4:1-9 

野地的花。 加利利很多雨，所以山脚很多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
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
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它这样的妆饰，何况你们呢！”马太福音 6:28-30 



迦拿的婚礼。约 2:1 
治好大臣的儿子。约4：46
洁净长大麻风的。可1:40
治好百夫长的仆人。太8：5，路7：1
治好瘫痪病人。可2：1，太9：1，路5：
呼召四渔夫。太4：18
治好枯干了一只手的人。可3，路6：6。
设立12门徒。可3：13
治好加大拉被鬼附的人。可5：1，太8：
28，路8：26
治睚鲁的女儿和血漏的女人。可5：21，
太9：8，路8：40
二个瞎子得医治。太9：27
治好哑巴太9：32
差遣十二门徒。可6：7，太10，路9：1
治好革尼撒勒的病人。可6：53，太14：
治好耳聋舌结的人。可7：31
治好被污鬼附身的孩子。可9：14，太17
：14，路9：37

第一次预言受难复活。可8：31太16：21
，路9：22
第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可9：30，太17
：22，路9：43



耶稣复活后
“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哩亚海
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
在下面：”
约翰福音 21:1 

生命的粮

“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哩亚来
，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人吃的地
方。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
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
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
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
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
神所印证的。」”约翰福音 6:23, 
26-27 







“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
有称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

路加福音 8:2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
害怕，说：「这真是 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
远远地观看；她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事他的。内中有
抹大拉的马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马利亚，并有

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太27:54-56

“有抹大拉的马利亚和那个马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
着。”太27:61

“安息日将尽，七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抹大拉的马
利亚和那个马利亚来看坟墓。”太 28:1 





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
比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
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
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
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
，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
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
；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
说：「就是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
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
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对耶稣
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
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
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
。」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
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
，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
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
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
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
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约6:1-13



彼得鱼（tilapia,aka 
St. Peter’s perch, 
exports 地中海
Through 抹大拉









圣彼得首席堂

太16:18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我
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
上；阴间的权
柄不能胜过他
。”







…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
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
深吗？」彼得说：「主啊，是
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
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
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
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
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
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
」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
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
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
：「你喂养我的羊。说了这话
，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











八福山



Natural amphitheater, 
acoustics are phenomenal. 



Built by the order of Mussolini in 1927, and then an architect by 
the name of Antonio Barluzzi built it.
Commemorate where Sermon on the Mount really took place. 
Like most Byzantine churches, in an octagonal structure.



登山宝训 Beatitude

•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
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
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
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得见 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
们必称为 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马太福音 5:3-10 CUNPSS-神



Be attitude, attitude for kingdom people



Longest sermon, starting with the word “blessed”. In 
Hebrew, the actual word is Ashrei, which it's not 
blessed. It's actually happiness, better translated. Not 
happiness of the world, but a contentment and a 
happiness that God alone can give us.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
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
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
，说：「哥拉汛哪，你
有祸了！伯赛大啊，你
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
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
尔、西顿，他们早已披
麻蒙灰悔改了。”
马太福音 11:20-21 
CUNPSS-神





hometown. Peter lived 
in Capernaum, and that 
became literally the 
center of his ministry,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得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
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进前拉着她的手，扶她起来，热就退了，
她就服事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
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
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马可福音 1:29, 

耶稣下到迦百农，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他们很希奇他的
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
说：「唉！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
谁，乃是 神的圣者。」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
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路加
福音 4:31-34, 

“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地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
下了。” 约翰福音 21:25

“他们来到迦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
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
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
马可福音 9:33-35



可5:21-34
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去，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
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睚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
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
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
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
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
后头来，杂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于是她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
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
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
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
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

愈了。」”



Peter's house,   Peter was from Betsaida. his wife was 
from Capernaum so that became his own city



“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迦百农。人听见他在
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
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瘫子来见
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
，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
就把瘫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缒下来。耶稣见他们
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
马可福音 2:1



Peter from Bethsaida.his wife from Capernaum, so that became 
his own city too. house of Peter, that could have been where the 
Paralytic was lowered through the roof.could have been where 
Jesus stayed. Could have been where Peter's mother-in-law was 
healed from fever

彼得故居纪念堂



Capernaum 迦百农：民居，瘫子从房顶放下





太16：18“我要把天
国的钥匙给你，凡
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
放的，在天上也要
释放。」当下，耶
稣嘱咐门徒，不可
对人说他是基督。”



“他们来到伯赛大，有人带一个瞎子
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瞎子的
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
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
见什么了？」他就抬头一看，说：
「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
行走。」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
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马可福音
8:22-24, 26

“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
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得烈在海里
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
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
如得鱼一样。」
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补
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
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
从耶稣去了。”可 1:16-17, 19-20 

house of the nets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
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汛哪，你有祸了！
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
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
们还容易受呢！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
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
，它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马太福音 11:20-24 CUNPSS-神





格拉森
“他们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耶稣一下
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迎
着他。那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
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
了；总没有人能制伏他他昼夜常在坟茔里和山
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大声呼叫说：「至高
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
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
他说：「污鬼啊，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
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
『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地求耶
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
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
，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
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
。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
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
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
那群猪的事都告诉了众人；”可 5:1-5, 7-16 





Decapolis



Decapolis
• “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
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
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
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
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
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
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
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擘开，递给门
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
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
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
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马可
福音 8:1-9 CUNPSS-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