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 加利利，在 里 人，
， 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

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
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

、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
稣就治好了他们。太4：23-24

教导、传讲、医病、赶鬼

王的事工



阶段 时间 （大约）

1.预备的三十年 5BC-26AD 

2.开始事工(约旦河/外，犹太旷野) 26AD冬-27AD春（4个月）

3.早期在犹太和撒玛利亚 -- 默默无闻 27AD春 - 冬（8个月）

4. 加利利早期 -- 受欢迎
加
利
利

28AD初（4个月）

5. 加利利中期 -- 受欢迎 28AD春-29AD春（12个月）

6. 加利利后期 -- 遭受反对 29AD春-秋（6个月）

7. 后期在犹太和约旦河外--遭受反对 29AD秋 - 30AD春（6个月）

8. 最后一周在耶路撒冷 周日-周六

9. 见证的四十天 周日-四十天后

耶稣在世的事工



太 9：14～17， 路5：33-39

禁食的问题

18 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 。他们来
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禁
食， ，这是为什么呢？” 19 
耶稣对他们说：“ 的时候，

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
禁食。 20 但日子将到， ，

。可2:18-20



：七月十日，
: 使自己的灵魂谦卑下来:  

禁食的问题

每逢 ，你们要 ，无论是
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
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利16:29 

，你们当有圣会，要 ，
什么工都不可做。民 29:7



• 愿意 平常的饮食习惯
要
的来亲近神

• 追求 ，与神同行

禁食的问题

禁食是为使 的帮助与指引的
。所以，若不是为 ，
是毫无意义的.



• 摩西禁食 - (出 24)
• 约沙法禁食 - (代下20)
• 以斯帖吩咐犹太人禁食 – (斯4:16)
• 尼尼微人禁食 - (拿3:1-10)
• 尼希米禁食 - (尼希米记1:4-11)

禁食的问题



禁食的问题

3 “他们说：‘我们 ， ？
我们 ， ？’看哪，
你们 ，勒逼人为你们做
苦工。 4 你们禁食，却 ，以凶恶的
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
音听闻于上。 5  ，

？岂是
，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

为禁食，为耶和华 ？赛58:3-
5



禁食的问题

  ，星期 与星期

•  
• 不洗不膏



禁食的问题

 “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 的人，
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 ，故
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禁食的时候，

， 你禁食来，只叫你
暗中的父看见，你 ，必然报答
你。太6:16‐18 



饭前洗手的问题

1 有法利赛人和几个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
那里聚集。 2 他们曾看见他的门徒中有人

，就是 吃饭。 3  原来法利赛人
和犹太人都拘守 ，若不仔细洗手就
不吃饭； 4 从市上来，若不洗浴也不吃饭；还
有好些别的规矩，他们历代拘守，就是洗杯、
罐、铜器等物。 5 法利赛人和文士问他说：
“ ，

” 可7:1-5



饭前洗手的问题

•   ，若不 就不吃饭
• 不是简单的
• 是一套繁琐的

他们将 ，所以拜我也
是枉然。’ 你们是 ，

。” 又说：“你们诚然是废弃神的诫命，
要 。可7:7-9



饭前洗手的问题

从 进去的 ，唯有
的 。可7:15

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
．他们敬畏我、不过是 。

以赛亚书29:13

• 洗手的习惯并
• 法利赛人 的是



9 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 10 那里有一
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

”意思是要 他。

安息日治病

11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
，

抓住 呢？ 12 
！所以，在

安息日 是可以的。”

马太福音12：9-12



：安息日
：会堂
：医治枯干的手
：使枯干的手复原
：犯安息日

安息日治病

根据他们的传统，条例，在安息日
的病人

安息日条例的 -



13 于是对那人说：“
！”他把手一伸，

，和那只手一样。14 

。马太福音12：13-14

安息日治病



安息日治病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有人问耶稣说：
“安息日治病可
以不可以？”意
思是要控告他。
12:10

 众人窥探耶稣在
安息日医治不医
治，意思是要控
告耶稣。3:2

文士和法利赛人
窥探耶稣，在安
息日治病不治病，
要得把柄去告他. 
6:7

法利赛人出去，
商议怎样可以除
灭耶稣。 12:14

 法利赛人出去，
同希律一党的人
商议怎样可以除
灭耶稣 3:6

他们就满心大怒，
彼此商议怎样处
治耶稣. 6:11

犯安息日

?



安息日治病

“起来，

走
吧！”

“ 直到如今， 。” “你们中间谁有
驴或有牛在安息
日 ，不

拉它上来呢？
”路14：5

的人
哪，难道你们
各人在安息日



生死
• 神工作， 也工作

安息日

我 ， 。约5:17



8 “当 ，守为 。 9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
工， 10 但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
何工都不可做。 11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
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 ，
定为 。出埃及记 20 ：8-11

安息日

12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 13 “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
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 的 ，使
你们知道 是 。出31：12-13



12要遵守安息日为 ，照着耶和华你 神吩咐
你的。 13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工作。 14但第
七日是属於耶和华你 神的 ；这一日，你
和你的儿女、仆婢、牛驴和一切牲畜，以及你城
里的 ，不可作任何的工，好使你的仆婢可
以和你一样 。 15你要记住：你在埃及地
作过 ；耶和华你的

， ，因此耶和华你的
神吩咐你要 。申命记 5：12-15

安息日



12 “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
什么呢？只要你 耶和华你的神， 他的
道， ， ， 13  他的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 申命记 10 :12-13

安息日

你们要将我这话 ，
，

申命记 11 :18



把你从埃及领出来

•要你 ... ... 他的诫命

...所以你们

•救人 而不是

安息日



1 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
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 2 有几个法利赛人
说：“你们 ？”
路加福音6：1‐2

安息日的主



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稼， ，只

是 割取禾稼。申命记 23：25

安息日的主

路得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
麦穗。路得记 2：3a



3 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 和跟从他的人饥
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 4 
他怎么 ， ，

？这饼 ， 。” 5 又
对他们说：“ 。” 路6：3‐5

安息日的主



(撒上 21：1-6)
（安息日工作）

（何西阿书 6：6）
• 安息日是 的 （马可福音 2：27）

在安息日作工 （割礼）
-

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的主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

，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
享安息。 因为我的 ，我的

的。” 马太福音 11:28-30

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
放在人身上. 路加福音 11:46



22 当下，有人将一个 着、 的
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
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 23 众人都 ，说：
“这不是 吗？” 24 但法利赛人听
见，就说：“ ，无非是

啊。”马太福音12:22-24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2 亚哈谢在撒马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
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3 
但 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
来，去迎着撒马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
‘你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

？’ 列王纪下 1：2-3

• 苍蝇之主，家主，阴间之主

• 土地的主宰，土地之神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 吗？

主的神迹
• 说耶稣是 / 来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25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
， ； ，
。 26  ，就是

，他的 呢？马太福音12:25-26

纷争， 残杀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27 我 着别西卜赶鬼， 赶鬼又
？这样， 。 28 

，这
了。 马太福音12:27-28

：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29 人怎能进 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
除非 ，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
马太福音12:27-29

: 魔鬼
：魔鬼的家

：魔鬼的工具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30  ， ；不同我 的，
就是 的。31所以我告诉你们：人

， ； ，总
不得赦免。 32 ，还可得赦
免； ，

。马太福音12:30-32

： ，刻意

：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 的一个
带到耶稣跟前来。 ，哑巴就

说出话来。众人都希奇说：“在以色列中，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法利赛人却
说：“ 。” 马太福音
9:32-34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 禁食的问题
• 饭前洗手的问题
• 安息日治病
• 安息日的主
• 靠鬼王赶鬼的毁谤

天国与天国的福音 （五）



王与犹太领袖的冲突



迦百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