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耶稣的
生活 

 
年长儿 



处女马利亚被告知她会生下耶
稣——路加福音1:26-38 
 
天使加百列告诉处女马利亚，她
会生一个儿子耶稣，上帝的圣灵
会荫庇她，她会因此怀孕。这事
件早在700年前就由先知以赛亚预
言过(以赛亚书7:14)，他说有个
处女会生下一位被称为“以马内
利”的小孩，而“以马内利”是
“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 



 耶稣诞生于伯利恒小镇——路加
福音2:1-7 
 
在耶稣快出生前，他的母亲马利
亚和她的丈夫约瑟，跋涉到伯利
恒接受强制的人口普查。当他们
到达伯利恒时，耶稣诞生下了。
先知弥迦700年前就预言了这件
事(弥迦书5:2)。  



希律王试图杀死新生王(耶
稣)——马太福音2:3-12 
 
当耶稣出生时，一颗明亮的星
星出现在伯利恒上方。东方智
者看见了这颗星，他们相信它
预示了一位在以色列诞生的王，
便旅行到耶路撒冷。到达那里
后，他们告诉希律王这个预兆。
希律王惧怕他的王位可能遭到
威胁，便下令杀死所有在伯利
恒镇内和附近地区的男婴。 



 
婴儿耶稣和他的父母逃到埃及—
—马太福音2:13-15 
 
马利亚和约瑟在梦里得到天使的
警告，为了安全，他们便带着婴
儿耶稣逃到埃及。 
 
耶稣被带回以色列的拿撒勒镇—
—马太福音2:19-23 
 
在希律王过世后，马利亚、约瑟
和耶稣便返回本国。他们跋涉到
加利利地区，最后安顿在拿撒勒
镇。 



年幼的耶稣参观圣殿——路加
福音2:41-52 
 
当耶稣大约12岁时，参观了位
于以色列首府耶路撒冷的圣殿。
在圣殿里，耶稣谈论上帝和圣
经。他的知识给那天在圣殿里
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耶稣传道的第一年 
 

耶稣大约30岁时开始传道职事。他的职事大约持续
了3年半。 

 
他的职事改变了世界，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人所

做的一切。 



约翰为耶稣洗礼——马太福音
3:13-1 
 
当耶稣大约30岁，差不多开始他
的职事的时候，他首先去拜访施
洗约翰，他的亲戚，并在约旦河
受洗。 
 
耶稣抵抗撒旦的诱惑——马太福
音4:1-11 
 
耶稣受洗后，来到沙漠，在那里
他禁食(没有吃食物)40天。他花
大部分时间在祈祷上。撒旦利用
这段时间来诱惑耶稣。撒旦试图
用眼前的荣耀和世界的权力来诱
惑耶稣。但耶稣从未向这些诱惑
屈服，每次他都会引用圣经章节
来克服那些诱惑并战胜了撒旦。 



 

耶稣召叫他的第一批门徒——约翰福音
1:35-51 
 
耶稣返回约翰施行洗礼的地方。约翰向
自己的一些门徒指出，他看见圣灵下降
在耶稣身上，并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然后这两名门徒便追随了耶稣。其中一
位是安得烈，他带他的兄弟彼得，来看
耶稣。第二天，腓力、拿但业也遇见了
耶稣并开始跟随他。 
 
耶稣所做的第一个奇迹，把水变成酒—
—约翰福音2:1-11 
 
之后，耶稣去了在加利利地区的迦拿镇，
参加一个娶亲的筵席。他的母亲马利亚
也参加了。但筵席主人没有准备足够的
酒给每个人喝，非常尴尬。因此马利亚
便为筵席主人求情。她把问题告诉耶稣。
耶稣便做了个奇迹，为筵席客人把六口
瓦缸里的水变成酒。 



耶稣洁净耶路撒冷的圣殿——约
翰福音2:13-17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并参观了圣殿。
当他到达时，看见很多人在圣殿
里买卖动物和兑换银钱。这激怒
了耶稣，因圣殿原本是用来崇拜
上帝的地方，而不是做生意和赚
钱的地方。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
子，并把那些商人赶出圣殿。 
 
耶稣谈论上帝的爱和救赎计划—
—约翰福音3:1-17 
 
耶稣向尼哥底母解释一个人必须
做什么，才能得到救赎与永生。 



 
耶稣告诉一位撒玛利亚妇女关于“活水”——约翰福音4:5-42 
 

当耶稣和他的随从者穿越撒马利亚时，耶稣在一口井边休息。他在井边遇到一位撒
玛利亚妇人，便和她谈论“活水”。在与撒玛利亚妇人讨论时，耶稣指出大家应该
一起共享上帝的话语，即使是对敌人(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相互仇视)。他表明上帝
的话语是给男人、女人，犹太人和外族人同享的(外族人包括犹太人之外的每个人)。 
 
耶稣在加利利的早期传道——约翰福音4:3,43-45 
 

耶稣的大部分传道时间都在加利利地区度过，那里的居民有犹太人和很多外族人。
耶稣在那里布道并施行了很多奇迹。七百年前的先知以赛亚预言过这件事——以赛
亚书9:1。 



耶稣宣布他是弥赛亚——路加福音
4:14-21 
 

耶稣来到他的家乡拿撒勒镇，进了会
堂(犹太人做礼拜的地方)。他打开以
赛亚卷轴对在那里聚集的人阅读(以
赛亚书61:1)。那段圣经谈到一位得
到恩膏、把上帝话语带给世人的人。
当耶稣读完以赛亚书61:1-2时，他告
诉人们:“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
了。”耶稣在众人面前宣布，他就是
这个章节所提到的受恩膏者或弥赛亚。 
 
众人拒绝相信耶稣是弥赛亚——路加
福音4:28-30 
 
耶稣宣布他是弥赛亚后，在拿撒勒镇
犹太会堂的人拒绝相信他是弥赛亚。 
 

虽然大多数犹太人拒绝了耶稣，但有
些犹太人却欣然接受了他的讯息。实
际上，最早的基督徒是犹太人，他们
赢取了其它民族的人归信耶稣。 



 
耶稣传道的第二年 

 

耶稣第二年的传道被称为“广受欢迎的一年”。
耶稣在这个时候变得越来越受欢迎。聚集聆听他
讲道的群众增加了。耶稣在这段时期施行了他大

多数的奇迹。 



 

耶稣解释他是救赎；上帝是他的父亲——约翰福音5:17-47 
 

这里，耶稣解释上帝是他的父亲。耶稣也解释他(耶稣)是救赎世人的唯一渠道。除
他以外，别无拯救。 
 
耶稣的讲道: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7章 
 

在他持续大约3年半的传道过了一半时，耶稣传讲登山宝训。这一讲道是有史以来被 

背诵过最多次、最为人
所记得的训诲，也是历
史上最家喻户晓的演讲。
在这篇讲道里，耶稣说
他来是要成全旧约的预
言和许诺；人类应该原
谅他们的敌人并应该很
快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
一个人兴起犯罪念头时
就已经犯罪了。以此推
论，我们全是罪人并需
要一位救主。 



 

耶稣治愈一位罗马百夫长的仆
人——马太福音8:5-13 
 
当耶稣进了迦百农，一个在加
利利的小镇时，有人请求他治
愈一位百夫长(罗马官员)的仆
人。耶稣说他会去见仆人并治
愈他。但是百夫长回答耶稣
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
必好了。”百夫长所说的话见
证了他对耶稣信心，他知道耶
稣仅仅只需从远处下令，他的
仆人就会被治愈。耶稣然后告
诉世人，他以前从未见过信心
这么大的人，而他的仆人会得
医治——他的仆人也真的被治
愈了。 



耶稣使拿因镇寡妇的儿子起死回
生——路加福音7:12-16 
 

耶稣正要进入拿因镇，从城门经
过时，一群人抬着一个死人向他
走来。死者是一位正在痛哭的寡
妇的儿子。耶稣看见她时，告诉
这位妇人不要哭。他按着棺材并
命令年轻人起来。那死人就坐起，
并且说话。所有人都感到很惊奇。 
 
耶稣止息风暴——马太福音
8:24-27 
 

耶稣与他的门徒一起上了船后，
一阵风暴掀起高浪，导致小船左
右摇摆。门徒担心小船会下沉，
因此摇醒正在睡觉的耶稣。耶稣
告诉他们要有信心。然后耶稣斥
责风暴，风暴立即就平静下来了。
这是耶稣显示出他能命令自然力
量的奇迹之一。 



 

耶稣使管会堂的人的女儿起死回
生——马太福音9:18-19,23-26 
 

一位管会堂的人来见耶稣并说他
的女儿刚刚死了。耶稣和他的门
徒去管会堂的人家里，看见许多
哀悼者聚集在一起。耶稣请那些
哀悼者离开，他告诉他们女孩不
是死了，而是睡着了。那些哀悼
者便嘲笑他。但是，在那些哀悼
者离开后，耶稣拉起女孩的手，
女孩便站起来，她活过来了。 
 
耶稣治愈两位瞎子——马太福音
9:27-34 
 

两个瞎子获悉耶稣就在附近，便
大声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们吧！”耶稣问瞎子们是否真的
相信他拥有可治愈他们的能力。
他们说相信。耶稣便触摸他们的
眼睛，恢复了他们的视力。 



耶稣差遣12门徒——马太福
音10:1-4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
他们权柄，能医治各样的病
症。这12名门徒是西门(又
称为彼得)、安得烈(西门‧
彼得的兄弟)、西庇太的儿
子雅各，约翰(雅各的兄弟)、
腓力、巴多罗买、多马和税
吏马太、雅各（亚勒腓的儿
子）、达太、奋锐党的西门，
还有加略人犹大（后来他出
卖了耶稣）。 



耶稣传道的第3年 
 

耶稣的这段传道时期被称为“遭受敌对的一年”。
当耶稣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时，一些宗教领导人也越

来越嫉妒耶稣。 



耶稣喂饱五千人——马太福音
14:13-21 
 
耶稣听见施洗约翰被斩首后，不
久他就上到船里想独自祷告。但
是一大群人在岸边聚集等耶稣。
他就怜悯他们，所以上岸治好了
他们中的病人。 
 
天色越来越晚了，耶稣的门徒担
心人群没有食物吃。耶稣告诉他
的门徒去喂饱人群，但门徒说他
们只有五个饼和两条鱼。当时人
很多，其中仅男人就有五千位，
再加上许多妇女和小孩。耶稣拿
起饼望着天祝福，掰开饼，递给
门徒，门徒又递给众人。他们都
吃饱了，并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
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想象一
下吧，食物增加了那么多！ 



耶稣在海上行走——马太福音
14:22-33 
 

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他就独
自上山去祷告。稍后，耶稣在
海面上走，他的门徒非常惊慌，
以为看见了在水上走的鬼怪。
但他们意识到那是耶稣后，他
们都敬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
子了。” 
 
耶稣治愈天生的瞎子——约翰
福音9:1-41 
 

耶稣的门徒看见一位从出生就
是瞎子的人，他们问耶稣，那
个人天生是瞎子是因他自己的
罪或是他父母的罪的结果。耶
稣说这不是那个人或他父母的
罪。耶稣指出，这件事发生在
那人身上“是要在他身上显出
神的作为来。”耶稣然后便治
愈了他。 



耶稣预言自己的死期——马太福音16:21-26 
 

耶稣预言了一些将来会发生的事件。例如，他预言圣殿、耶路撒冷城将会被毁，上
帝的话语将会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些预言都已经实现了。如马太福音16:21—26

所解释的，耶稣还预言了他自己会遭受到的迫害、死亡和复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在被杀之前会遭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他还说他
会在第3天复活。 
 

耶稣改变形象——马太福
音17:1-3,5-8 
 
耶稣带彼得、雅各和约翰
上一座高山。在山上，他
改变了形像——脸面明亮
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
摩西(生活在耶稣之前一千
五百年)和以利亚(死于耶
稣前数百年的先知)向他们
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 



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约
翰福音11:1-44 
 
当耶稣听到他的朋友拉撒路病得
很严重时，他说:“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
此得荣耀。” 
 
几天后，耶稣来到拉撒路所住的
小镇，有人告诉他拉撒路已死了
四天。耶稣告诉拉撒路的姐姐马
大:“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
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
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
这话吗﹖” 
 
马大回答耶稣:“主啊，是的，”
她告诉他:“我信你是基督，是神
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耶稣来到坟墓前，呼叫拉撒路出
来，拉撒路就复活了，并起身从
他的坟墓走出来。 



胜利进入耶路撒冷——马太福音21:1-11 
 

大约在耶稣诞生500年前，有位叫撒迦利亚的上帝先知，谈到一位国王谦谦和和地
骑驴来到耶路撒冷！(撒迦利亚书9:9)这是耶稣进入耶路撒冷时的情景，不久后他
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骑着一头驴进城，群众沿路前行后随地跟着他和赞美他。 
 
最大的诫命(“黄金法则”)——马太福音22:34-40 

稍后有人问耶稣，律法
(圣经的前5本书)上的
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
耶稣回答，爱上帝和爱
人如己是最大的诫命，
并说:“这两条诫命是
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
总纲。” 

老师，律法中的哪条
诫命是最重要的？ 

第二条也相似，就是‘要
爱邻如己’。律法和先知
的全部教导都以这两条诫

命为基础。 

你要全心、全情、
全意爱主——你的
上帝’， 这是第一
条也是最重要的诫

命。  



 耶稣遭受迫害 
 

犹太人领袖与犹大，耶稣的一位跟随者密谋逮捕耶
稣。耶稣被诬告为反政府叛乱者并且被钉死在十字
架上。他遭迫害和死亡实现了很多在数百年前就已

写下的圣经预言。  



杀害耶稣的密谋——马太福音26:1-5,14-16 
 
在犹太人逾越节的前几天，耶稣再次预言自己的死亡。他告诉门徒他会被送交和被
钉在十字架上。就在同一时间，祭司长和其他领导人密谋逮捕耶稣，他们想杀死他。
他们与犹大，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密谋，并且付他30块银币，要他寻找背叛耶稣的
机会。 
 
犹大背叛耶稣 
——马太福音26:47-56 
 
耶稣和他的跟随者来到橄
榄山上的客希马尼园。他
的门徒在睡觉时，一群犹
太人官员和圣殿守卫前来
逮捕耶稣。犹大告诉那些
守卫哪个是耶稣，众人便
开始逮捕耶稣。在接着发
生的混乱中，彼得拔出刀
来，砍掉群众中一个人的
耳朵。耶稣为此训斥彼得，
并当场治愈了受伤者的耳
朵，然后让他们逮捕自己
并被带走。 



 

彼得否认自己认识耶稣——马太福音26:58,69-75 
 
马太福音第26章一开始，耶稣就预言他将遭到背叛并送交被钉在十字架上。本章以
耶稣的另一个预言结尾。耶稣预言他很亲近的门徒彼得，将在黎明前三次否认自己。 
 
在耶稣被士兵逮捕和送交后，彼得跟随他们进入大祭司的院子。他坐在一些守卫旁
边，在等待看看什么事会发生在耶稣身上。一位仆人走到彼得面前问他是否是耶稣
的同伙。彼得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彼得起身走到院子外，又有一个人 
看见他，指认他是耶稣的跟随者之一， 
彼得再次否认他认识耶稣。之后另有人 
也指认彼得是耶稣的跟随者，彼得再次 
否认他认识耶稣。彼得在黎明前三次否 
认他认识耶稣，正如耶稣所预言的。 
 
当彼得记起耶稣曾预言过他会否认 
他时，他哭了，因为他的确否认上 
主了。 

我不知道你说的
是什么！ 



 耶稣被审问、嘲笑和定
罪——马太福音第27章 
 
马太福音第27章解释宗
教领袖怎样密谋让罗马
人定耶稣的罪。他们做
伪证指控耶稣反叛政府。
彼拉多，犹太地的罗马
巡抚，试图释放耶稣并
给他自由。但那些领袖
密谋成功，迫使巡抚定
耶稣死刑。 



耶稣被钉十字架——马太福音27:35-38 
 

在“审讯”后，耶稣受鞭打。然后他
背着十字架被带到一座称为“各各他”
的小山上。在那里，他的手腕和脚都
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十字架被举起，
耶稣被留在上面顺其自然死亡。很多
人聚集在四周观看。在耶稣将死时，
很多人嘲笑他。少数人在哀悼，他的
母亲是其中的一位。 
 
耶稣被安葬——马太福音27:57-61;马可
福音15:42-47;路加福音23:50-55;约翰
福音19:31-42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后，一名罗马士兵
用矛刺穿耶稣的身体，确认他死了。
亚利马太人约瑟请求耶稣的身体并安
葬了他。耶稣从十字架上被取下，用
布包裹着，放入约瑟的一座空坟墓里。
坟墓前放了一块大石头，以便隔开墓
室。罗马人也在坟墓外留守卫把守，
以阻止任何人偷他的尸体。 



抹大拉的马利亚发现耶稣的坟
墓是空的——约翰福音20:1-19 
 

耶稣被安葬后的第二天早上，
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的一位
随从者，来到坟墓前。她看见
石头已从坟墓的前面挪开，坟
墓是空的。她后来看见一个天
使，他对她说耶稣已经复活，
并叫她去把消息告诉其他人。
她去找彼得和其他人，告诉他
们坟墓是空的，而耶稣复活了。
但是他们不信。其他人也跑到
坟墓前，看见它是空的。 



守卫的报告——马太福音28:11-15 
 
根据马太福音28:11-15，守卫坟墓
的一些士兵跑到耶路撒冷，告诉大
祭司坟墓是空的。大祭司拿钱给兵
士们，叫他们说耶稣的门徒趁着他
们睡觉时，把他的身体偷走了。 
 
耶稣向他的十个门徒显现——约翰
福音20:19-23;马可福音16:14； 
 
门徒发现耶稣的尸体不在坟墓后不
久，耶稣开始向许多人显现。他向
两个往以马忤斯城去的门徒显现，
他向彼得显现，他也向聚集在一起，
包括彼得在内的十个门徒显现。耶
稣曾预言过他将被送交和被钉在十
字架上，他会死亡但他将会复活。
但这些证据对多马来说仍然不够。
当耶稣向十名门徒显现时，多马不
在场。他怀疑耶稣是否真的死而复
活了。 



耶稣向多马显现——马可福音16:14-18 
 
耶稣再次向他的门徒显现时，多马在场，他亲眼看见并触摸复活后的耶稣的伤口。 
 
超过五百人看见复活过的耶稣——哥林多前书15:3-7 
 
根据使徒保罗的证言，超过五百人见过复活后的耶稣。 
 
哥林多前书15:3-7—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 

的罪死了，而且埋
葬了；又照圣经所
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矶法(彼
得)看，然后显给

十二使徒看；后来
一时显给五百多弟
兄看，其中一大半
到如今还在，却也
有已经睡（死）了
的。以后显给雅各
看，再显给众使徒
看。 



耶稣被接升天——马可福
音16:19-20;使徒行传第一
章 
 
在耶稣向他的门徒显现并
告诉他们到全世界传播上
帝的话语之后，他被接升
天。然后天使出现并许诺，
耶稣怎样升天，他也要怎
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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