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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ree Pilgrimage Festivals, 

逾越节 Passover

五旬节 Pentecost

住棚节 tabernacles
“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
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
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
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

过了三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
听见他的，都希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希奇。他
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向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
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
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
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
智慧和身量，并 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 路加福音
2:41-44, 46-52 



“「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
人须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
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
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
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
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
民，那日子必减少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
『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
、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
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
，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
临也要这样。太2415

“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
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
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太24：1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
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
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
们不得再见我，直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太23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

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
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她们都打盹，睡着了。

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
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
『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
吧。』她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
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
『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
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
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马太福音 25:1, 3-5, 7-13 CUNPSS-神







犹太人的会堂 synagogue 
syn- syn- + agōgḗ, noun use of feminine of 

agōgós (adj.) gathering

犹太人会堂的长老 Elders
1, presbyteros [presbuvtero"]) older wiser?

2, tasks of judging and ruling, discipline

3, feared God and were upright ( Exodus 18:21

Exodus 18:25 ); 

4, wise,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ed ( Deut 1:13 )

5, empowered by the Holy Spirit ( Num 11:16-17 ).

https://dictionary.com/browse/syn-
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lexicons/greek/nas/presbuteros.html
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exodus/18-21.html
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exodus/18-25.html
http://www.biblestudytools.com/deuteronomy/1-13.html
https://www.biblestudytools.com/passage/?q=Numbers+11:16-17


“到了迦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希奇他的
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太1:21
马可福音 1:21-2







3岁背诗篇，父亲唱诗篇给他听，背诗篇。耶稣几岁（QHK)
5岁背利未记
10岁背摩西五经
13岁进入成年背旧约，学 The Mishnah,  Oral law that wa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generation from the time of Moses until it 
was complied in Tiberius.
18岁开始工作 craftman
30岁男人顶峰期，开始祂的事工.迦拿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when Jesus was teaching, he taught in a way that was typical to 
Rabis called remez What is remez? It means alluding to.if we've 
already established that Jewish men during the time of Jesus had 
scripture committed to memory, all a Rabi would have to do is 
say a word, a key, a phrase, and all of a sudden an entire passage 
would explode in the listeners mind, and you would know exactly 
what he was pointing back to in scripture





Mt. Temptation Jesus 40 days in the 
Wilderness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
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
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
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
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
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
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
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
如己。」耶稣说：「你若愿意作完
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
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
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
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
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
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
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
进 神的国还容易呢！」”太19 1





Jericho



Sycamore 
Tree of 

Zacchaeus
• 亚伯拉罕后裔

• 税，

“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
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作税
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
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
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
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
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
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
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
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
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
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
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
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
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
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
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路19







“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
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
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 3:20-22 CUNPSS-神
http://bible.com/48/rev.3.20-22.cunpss-神



Prophet Elisha

“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
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
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落。」
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
，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
。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
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
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
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
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
沙所说的。”
列王纪下 2:19-22 CUNPSS-神
http://bible.com/48/2ki.2.19-
22.cunpss-神



“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
；惟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
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
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
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她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
因为她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

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
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
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约书亚记 6:15-17, 26 CUNPSS-神
http://bible.com/48/jos.6.15-17,26.cunpss-神



Ruins of Jericho











路11:1-4 主祷文more than 100 translations in Pater Noster (our father) church , built by empress Helena in 4AD above a cave where Jesus taug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
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
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
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
到我这里来。
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和散那归于大卫的
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
和散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
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
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进了 神的殿
，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
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太21

“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
里住宿。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
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
，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
。」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
了，便希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
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
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
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
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
」”
马太福音 21:17, 19-22 CUNPSS-神





Dead Sea



Sunrise





死海

• 低于水平线，世界最低

• 盐湖X2，死

• 为什么这么咸？流入盐，没出，地底（大海饱和）

• 象征“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
：「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盐海
，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
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

• 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
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
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以西结书 47:7-9, 

•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约7:38 “活水”所代表
的“活泼的生命”是神的工作的核心关注之一，也应当成为我们在这个世代事工
的核心关注。





the Jordan River, Jordan in Hebrew is Yarden, which actually means 
descending from the Dan， and the Dan is the main water source of 
the Jordan River. That's in the north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biblical 
tribe of Dan was.

There's three rivers that join together that form the Jordan River in 
the north. The Jordan River is actually the main water source for the 
Sea of Galilee.

Pours into the Sea of Galilee in the north and pours out of the Sea of 
Galilee in the south, and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Dead Sea, whereas 
they say, "The river of life pours into the sea of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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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d Sea Hotel



Rich Mineral Mine



Overlooking Jordan



“亚伯兰就对罗得说：「
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
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
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
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
我：你向左，我就向右；
你向右，我就向左。」罗
得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
原，直到琐珥，都是滋润
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
多玛、蛾摩拉以先如同耶
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于是罗得选择约旦河
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
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
住在迦南地，罗得住在平
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棚
，直到所多玛。所多玛人
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创世记 13:8-13 CUNPSS-神
http://bible.com/48/gen.13.
8-13.cunpss-神









Qumran 昆兰死海古卷



Dead Sea Scrolls 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
• 30分钟耶路撒冷 West Bank(以色列）

• 1947冬始 cave 1, 7 jars, 7古卷在羊皮上

• Khalil Kando 鞋匠，印字，叙利亚orthodox

• Athanasius Yeshue samuel 叙利亚东真教教堂，$100

• Eleasa Lipa Sukenik 希伯来大学考古研究所买3卷

• 11/29/47联合国承认以色列

• Yeshue卖 WSJ 6/1/54，sukenik儿子 $25万

• Israel Museum Jerusalem ground floor,shrine of the book

• 1950正式开始考古古卷，法国人Roland de faux

• 11 caves 900 ，比现有旧约抄本早1000年。整本以赛亚，整本旧约
除以斯拉

• Community rule Scroll, 公元前125一75羊皮，希伯来
语











Dead Sea Scrolls 死海古卷社





死海古巻人士

• Essenes 100 BC ,Hasmonean period

• 37 BC Josephus 记载耶利哥地震

• 6 BC，火灾

• 68 AD 罗马摧毁

• 100～150人

• Moab 山

• 图书馆藏书



不同的宗派
• 法利赛人 separated(假冒伪善），虔诚，定具体的律法，传统
摩西五经 and oral law(Mishnah写成）lower class 耶稣指責他们
最多，主要是守人的律法而不是神，做拉比的，律法按时间变
化，人自由意志但神预知。

• 撒多该人，律法不变，不赞成Mishnah，upperclass，祭师很多
，強调圣殿献祭，律法不随时改变，有自由意，死后有生，

• Essenes，死海古卷，新约没，很虔诚的宗教人士，觉其他人都
离开神，保持圣洁，昆兰住，信末日将到，但神摧毁敌人特别
是撒多该人

• Fourth philosophy ，信武力暴力推翻外来统治，后成奋锐党，
得上风，“马太和多马，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奋锐党的西门
，”路加福音 6:15 67AD暴动导致復灭，圣壂被毁。

• 宗派70AD，消失（灭国后）





“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
夫心里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prob 31:10



“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
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马太福音 21:23 CUNPSS-神

“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 神。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马太福音 22:37, 39 CUNPSS-神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
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
，既入了教，却使他作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
：『凡指着殿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指着殿中金子起誓的，他就该谨守。』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
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
勒索和放荡。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
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
说：”
马太福音 23:13, 15-16, 23, 25, 27, 29 CUNPSS-神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
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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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
索和放荡。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
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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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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