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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
，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
到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去，我好
重新建造。」” 尼希米记 2:5 



“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
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
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塞鲁士如此
说：『耶和华天上的 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
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在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
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
殿（只有他是 神）。愿 神与这人同在。凡
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
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
殿甘心献上礼物。』」” 以斯拉记 1:1-4



“

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
在城东支搭帐棚，就用一百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抹的子孙买
了支帐棚的那块地，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
列。”创世记 33:18-20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马利亚，于是到了
撒马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
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
正。有一个撒马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
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马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马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
太人和撒马利亚人没有来往。”约翰福音 4:3-9 

“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
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
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
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
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
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
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





和撒马利亚妇人的对话
1，犹太人和撒马利亚人不和
2，很少和先生象耶稣对话
3，在圣地－井，交谈
4，水代表过去陈旧的，需要新鲜血液，耶
稣。水-酒，井水-活水，旋洗约翰的水洗-耶
稣的灵冼
5，耶稣是提供活水的
6，活水不再渴
7，神在心里



好撒马利亚人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
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 神；又要爱
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
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
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
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惟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行路来
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
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
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
。』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
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路加福音 10:25-37

“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利未记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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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Jerusalem City 

第六课 耶路撒冷大卫城

Arthur Yin







耶路撒冷

• 迦南美地的中心地带

• 5000BC，耶布斯人居住，

• 老耶路撒冷11英亩

• 易守难攻



• City of 
peace,shalon

• Uru-shalim: 
foundation of the 
setting sun,peace

• 随时代演变，从
小到大，城墙变
动



耶路撒冷

• 12支派定居加南地

• 选扫罗为王

• 耶布斯堡坚固

• 大卫攻破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
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
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
心里想大卫决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
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
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
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
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
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
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
—万军之 神与他同在。”撒母耳记下 5:6-10 

CUNPSS-神



“亚伯兰杀败基大老玛和与他同盟的王
回来的时候，所多玛王出来，在沙微谷
迎接他；沙微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
王麦基洗德 Melchizedec 带着饼和酒出
来迎接；他是至高 神的祭司。他为亚
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
神赐福与亚伯兰！至高的 神把敌人交
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
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创世记 14:17



“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 神
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
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
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
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
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
之终，乃是与 神的儿子相似。”

希伯来书 7:1-3 



大卫城





• 。耶和华必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
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作他百姓的避难所，
作以色列人的保障。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
华—你们的 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
那时，耶路撒冷必成为圣；外邦人不再从其
中经过。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
子；犹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
的殿中流出来，滋润什亭谷。”

• 约珥书 3:12-18 CUNPSS-神



“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
从今时直到永远。”诗篇 125:2 









大卫墓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
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
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
心里想大卫决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
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
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
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
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
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
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
—万军之 神与他同在。”撒母耳记下 5:6-10 









• 715-686BC

• 希希加

• 犹大王
• “希西家王十四年，

• 亚述王西拿基立上来攻击

• 犹大的一切坚固城，

• 将城攻取。”列王纪下 18:13



Hezekiah Water Tunnel  希希加水道
Assyria 攻打南国时希希加王造。王造
。









“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
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 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
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

「你们对犹大王希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 神欺哄你，说
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

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
和华面前展开。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

以色列的 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 神，你曾创造天地。

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希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
的 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 亚述王西拿基立，我已听见了。』

「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
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 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
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 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
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 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
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

列王纪下 19:6-7, 10, 14-15, 20, 32-35 CUNPSS-神









“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
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
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
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
作为来。

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
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子里去洗。」（
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
见了。”

约翰福音 9:1-3, 6-7 CUNPSS-神
http://bible.com/48/jhn.9.1-3,6-7.cunpss-神





Pool of Bethesda



“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
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
，希伯来话叫作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
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

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三十八年。耶稣看见他躺
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
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
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

约翰福音 5:1-3, 5-8 CUNPSS-神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
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
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
心里想大卫决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锡安
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
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
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
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
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
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见强盛，因为耶和华
—万军之 神与他同在。”撒母耳记下 5:6-10 

CUNPSS-神





































大卫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