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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 课 基督事工的背景 

逐字稿 

欢迎参加基督生平和事工的圣经学习课程。在这个系列课程中，我们会

追随一系列事件，包括基督降生前、基督在世和祂升天后，尤其是保罗的事

工等。在大部分课程中，我们都会让你打开一段圣经，好让你跟着我们的课

程走。但第 1 课并没有专门的经文，不过，我们会查看巴勒斯坦地图，考察

地理，而且在整个课程中都要用到这份地图。为的是让我们熟悉耶稣去过的

地方。本课有五部分。 

第一部分是犹太人的历史，第二部分是考察巴勒斯坦地区的地理状况，

第三部分是犹太人的治理，第四部分是犹太人节期的简略概要，最后，在第

五部分中我们会讨论圣经中记录的福音。我们开始学习第一部分的犹太人历

史时，先需要明白，有 400 年的时间在旧约与新约之间是没有被记录下来。

因此，我们需要史料来填补这段时间。我们也无法涵盖犹太人的整个历史，

所以，我们希望从他们被掳巴比伦开始。我们知道犹太人以前侍奉偶像，上

帝为此多次警告他们。祂差遣先知警告他们不要侍奉偶像，要唯独侍奉上帝。

最终，上帝刑罚他们拜偶像的时间到了。因此，祂差派巴比伦人掳掠他们，

他们当时怎样掳掠了周围列国，也照样掳掠了犹大。他们掳掠并流放了绝大

部分的犹大人，但并没有全部带走他们。有些特别贫困的人被允许留了下来。

比如，我们可以想到耶利米，我们后面会见到一些这样的人。然而，巴比伦

人不仅流放了犹大人，更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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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这是犹太人历史上的最低谷，因为他们仍在等候救主，等候弥

赛亚降临。如果圣殿被毁了的话，救主或弥赛亚不能来。所以，对很多犹太

人来说，这是最羞耻的一刻，尤其是对敬虔的犹太人，因为他们不单单等候

从罗马人手下得解救，更等候从自己的罪中得解救。 

如今，犹太人遭流放已有 70 年，正如先知但以理曾预言的。那时，玛

代人和波斯人征服了巴比伦帝国，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奇妙的事件，这有关上

帝如何预备弥赛亚的降临。因为他们这位外邦君王，居鲁士，上帝在他心中

放下一个意念，他要让犹太人返回自己的土地。他们必须回到犹大，他不仅

要让他们回去，他还颁布给他们一个命令，他们必须重建耶路撒冷和圣殿。

他甚至给他们提供一切需要的材料，来重建城市和圣殿。上帝正这样预备耶

稣重新回到祂圣殿的道路。玛代人和波斯人随后被希腊人征服。对于希腊人，

我们要再次注意福音传播之前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这就是他们引入了一

个通用语言。这是第一次，有一门语言能够通行于全帝国。这将大大方便福

音在帝国的传播。 

希腊人接着被罗马人征服，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并生活在罗马帝国统

治期间。罗马帝国非常闻名，因为它给土地带来和平，并且修建道路网络，

便于人们在全帝国通行。这同样也有助于福音广传。我们说到在帝国通行时

就要开始注意第二部分了，就是巴勒斯坦的地理。巴勒斯坦只是一个很小的

国家。从北至南仅有 250 公里，由东至西也才 80 公里。它坐落于地中海与

约旦河之间。这个小国家可以被划分为三部分。我们看见，犹太地是面积最

大的省份，也是大部分被掳归回的犹太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是更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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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或敬虔的犹太人，因为他们离耶路撒冷更近，这是犹太地的主城。我们也

会在犹太地的其余地方遇见耶稣。我们来想想，比如伯利恒，耶稣降生的地

方；伯大尼，在那儿耶稣常常待在马丽亚、马大和拉撒路的家里。 

然而，主耶稣的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犹太地度过的，而是在加利利。加

利利是最靠北的省份。它面积更小，被外邦国家包围。因此，那里会受到外

邦的一些影响，加利利人就这样成为受藐视的人。但我们看见耶稣却在拿撒

勒长大，这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市。耶稣常常待在迦百农或伯赛大，祂的门徒

就来自这里。我们也常常能在加利利或提比哩亚海边见到耶稣，祂在那里讲

道或行神迹。 

现在，在这两个省份之间，还有一个被称为撒玛利亚的省份。撒玛利亚

居住着一群杂居的人。很多在被掳时期留下来的犹太人跟迁到这地的外邦人

通婚。因此这里就有了一群杂居的人，他们不是犹太人。但他们或许对犹太

教有一定认识，不过，他们发展出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因此，犹太人仇恨

撒玛利亚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如果加利利人要去耶路撒冷过节，他们不

愿经过撒玛利亚，而是绕道而行。他们会穿过约旦河，途径比利亚，然后再

穿过约旦河进入犹太地。 

不过，我们注意到，主耶稣的确经过了撒玛利亚，祂在撒玛利亚也有工

要做。我们提到的比利亚在约旦河的另一侧。那个地方不属于巴勒斯坦。虽

然有犹太人住在那里，但它对犹太人更多的意义是一条旅道，尤其是来自加

利利的犹太人，这样他们就不必经过撒玛利亚了。第 3 部分我们希望来关注

犹太人的治理。我们知道，那时犹太人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罗马政府在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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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设立了不同的区域，我们知道，希律王统治的就是巴勒斯坦。在学习中，

我们会好几次提到希律王和他儿子。但我们主要关注地方的治理。罗马人允

许犹太人拥有一个宗教政府，我们把这个政府称为公会。这是一个由文士、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等 70 人组成的一个议会。文士是研究上帝律法的人，

他们会编写并制定律法，也负责对其进行解释。法利赛人是公会中最大的团

体，他们是一群非常虔诚，或说非常严格的人。 

我们注意到，他们相信全部旧约圣经，包括死人复活与天使。这点很重

要，因为公会中的另外一个教党，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全部旧约圣经。他

们只相信前五卷书，就是摩西五经。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也不相信天使。

想到这里就非常让人吃惊，因为甚至连大祭司都是一个撒都该人。当我们考

察犹太教的时候，当然也会考察他们的节期。自被掳时期，犹太人就在他们

的全地上建造会堂，这也包括周边的国家，那些有足够的犹太人居住的地方。

但犹太人会在一年中的三个主要节期中全部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会特别留意

逾越节，因为这是犹太人最为重要的节日，为的是记念他们从埃及得蒙救赎。

不过，我们还会把逾越节当成一个划分基督事工的时间点，因为主耶稣也会

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在第五部分，我们就来到了新约的福音书。我们常常

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四卷福音书？这也会让我们的圣经学习轻松许

多，如果有一卷福音书将基督生平所有事件都依次罗列出来的话。 

但不，主喜悦默示人写下一个福音，上帝做的每件事都有其目的。祂留

下四卷福音书也有祂自己的目的，因为我们注意到，每卷福音书都是为一个

特定的人群写的。第一卷福音书是《马太福音》。我们相信它是马太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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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被称为税吏利未，是耶稣的门徒，他主要是写给犹太人的。你可以注意，

在整个《马太福音》中，他引用了很多旧约，用旧约来证明耶稣是基督，是

弥赛亚。第二卷福音书是《马可福音》，我们相信它的作者是约翰•马可，是

彼得的一个跟随者或帮助者。彼得在罗马人中间做了很多工作。因此，我们

看见，马可所写的福音主要是给罗马基督徒的。第三卷福音书的作者是路加。

路加是保罗所亲爱的医生。他在保罗最后一次传道之旅中与他同行。 

我们再一次看见，因为保罗在希腊境内作了很多工作，所以路加的福音

主要是写给帝国中的希腊基督徒。最后是约翰所写的第四卷福音书。约翰是

耶稣所爱的门徒。现在，我们会期待着约翰写下最清晰的叙事。他在主耶稣

在世上的整个事工中都与祂在一起。但不，约翰写了一卷属灵的福音。他教

导我们的是基督工作的更深层的含义，他关注的主要是帝国全境的基督徒。

他是在对他们说话。 

现在，我们也要注意，耶稣所说或所做的每件事并没有全部记载在福音

书中。甚至耶稣也亲自说，如果每件事都记下来，那书就容不下了。但我们

知道，所写的内容足够向我们显明并证明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这些内容也

足够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这也是当我们在挑选事件时对这个课程的期望，

因为我们不能涵盖所有事情。我们希望主会使用这个学习，使我们有得救的

智慧。我们盼望你会继续参加我们下一课的学习。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