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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视频课程》简介

近年来，华人基督徒快速成长，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渴慕日增。看到这

广大禾场的需要，华训同工一向的负担：「专一教导圣经，出版培训教材」

，因而更为肯定。

主基督耶稣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充充满满有恩典

有真理；也充充满满有神独生子的荣光。主基督耶稣在世一切所行的、所教

导的，都是为要使人认识他就是独一的真神，“进而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

盛”（约10:10）。

 四福音书从不同角度描述耶稣，把它们综合归纳，便能构成一幅较

完整之传记。本课程的目的是将福音书记录的资料分析、比较，按时间顺

序，追溯基督的一生，概括分为三段：预备时期、传道时期、受难时期。

根据事件发生的背景，先后顺序、地理范围、事件编排，诠释字义，并以

渐进方式强调基督生平的主旨——神赐下应许的国度给他立约的百姓。

这样的编排有助于我们掌握、记忆与了解基督的身份、使命与启示，切实

地研读圣经，打下扎实的信仰基础，使事奉与属灵的生命，有根有基地成

长。

 本课程之内容多取材自潘洁德《耶稣基督的言与行》，马有藻《 基督

生平诠释》，李玉惠《基督耶稣微行——十字架的道路讲义》， 约翰逊《

从BC到AD——耶稣生平深度研讨指引》，并承美国以马内利资源服务事

工的录制、剪辑，工程浩大。拍摄中，二部摄影 机同步收录，授课场所因

而生动不迟滞。同时感谢「华训」（华人基督徒培训供应中心）同工们大力

支持与鼓励，谨此致最大之谢意。

  但愿赐恩典的神，借着《基督耶稣的言与行》视频课程，帮助弟兄姐

妹学习主耶稣的生平，打下扎实的信仰基础，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因而活出

更美满丰盛的生命。 

张西平牧师

 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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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序

由一个挚爱耶稣、又熟悉新约圣经的人，来讲述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

是最理想的了。再加上他不只是头脑上认识耶稣，更是追随、效法耶稣，这

样的人来讲说耶稣基督的言与行，那是多么精彩和有感召力！具有此条件的

老师不多，而我所认识的华人教会界资深圣经教师张博士，是少数中的少

数，是讲述耶稣基督故事的不二人选。

张博士教导的认真，在世界各地神学院皆有最佳口碑。他对圣经的敬畏

与爱慕，加上清晰的讲解，使成千上万的学生有知性和灵性的转化。这种改

变生命的教学，在「基督耶稣的言与行」课程中，更是各班学员的经历与见

证。如今，为了让世界各地未能有机会见到张博士、未能亲自到课室上课的

人，能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学习，这一课程的视频录制，对他们可谓是极大

佳音，是久旱逢甘霖。

而对我们从事神学教育者而言，这是多么美好的教学材料和工具！我们

必广为使用，使多人得益。

谢谢张博士和「华训」的慷慨，免费让所有人藉此材料学习更多的认识

耶稣，更深地爱他。愿上帝赐福使用这套精采的课程。

王美锺博士

马来西亚浸信会神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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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辅助手册？

《基督耶稣的言与行视频辅助手册》，列出：

1. 基督耶稣的言与行课程大纲及合参

本大纲的编排是根据时间来分的，把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概括分为三

段：预备时期、传道时期、受难时期；并按时间、地点，将每件事件

尽量依四本福音书的次序与合参编排。请读者不要以此大纲为准确的

定案，只作参考资料。

主耶稣的生平不仅是属于历史性的事迹，更有其属灵的意义。根据本

课程大纲之讲解，依次找出经节来读。注意事实，加上默想祷告，倚

靠他圣灵的光照和引导，逐段地思想主的心思、态度、行动、言语，

必定使我们打下札实的信仰基础，认识主更多，跟随他的脚踪而行。

2. 复习题目

观看各课程前，可参照手册内之「大纲」及题目事先预习，观看后，

若再重点复习，及作 「复习题目」 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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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课程大纲 

 背景与导引

第1课：背景导论 11

第2课：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12

第3课：福音的开始 13

第4课：天使报信 14

第一部 预备时期

第5课：耶稣的降生 16

第6课：耶稣的童年时期 17

第二部 —— 传道时期

一、第一年 默默无闻：开始事工

第7课：耶稣先锋的工作、耶稣受洗与受试探  20

第8课：耶稣呼召门徒、 耶稣的首件神迹  21

二、第一年 默默无闻： 犹太早期事工 

第9课：赴耶路撒冷过节、在犹太地的服事 23

第10课：回加利利路上与撒玛利亚妇人传道 24

三、第二年 广受欢迎：加利利早期事工

第11课：回加利利——早期加利利事工 26

第12课：周游加利利传道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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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年 广受欢迎：加利利中期 

第13课：赴耶路撒冷过节 29

第14课：第二年 加利利中期——广受欢迎 30

第15课：第二年 加利利中期——周游加利利 31

第16课：继续周游加利利 32

第17课：神儿子的神迹 33

第18课：耶稣被人厌弃 34

五、第三年上半年 遭受反对：加利利后期事工 

第19课：第三年上半年事工——赴推罗西顿  37

第20课：赴低加波利——回加利利——赴该撒利亚腓立比 38

第21课：该撒利亚腓立比——黑门山 39

第22课：返回迦百农 40

六、第三年下半年 结尾事工：犹太后期

第23课：赴耶路撒冷过住棚节 42

第24课：住棚节之宣告 43

第25课：犹太后期的工作、 再赴耶路撒冷过修殿节 44

第26课：论法利赛人六祸、进天国之道 45

第27课：犹太后期的工作——再赴耶路撒冷过修殿节 46

七、第四年前半年 结尾事工：比利亚 

第28课:  比利亚的结尾事工 48

第29课:  比利亚的结尾事工 49

第30课:  比利亚的结尾事工 50

第31课：经耶利哥到伯大尼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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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 —— 受难时期

一、最后一周事工

第32课：主日/周一 54

第33课：周二 55

第34课：周二——橄榄山论谈 56

第35课：周四——最后晚餐夜 57

第36课：周四——耶稣的临别赠言、大祭司之祷告 58

第37课：周四/周五 59

第38课：周五——各各他受难 61

二、最后四十日、复活、升天与再来

第39课：复活、显现、托付 64

第40课：大使命、四十日之事工、升天与再来 66

  讲员简介

《基督耶稣言与行》课程引用及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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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与导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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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课：背景导论

四福音互补互诠性、四福音基督四画像、四福音信息的重点

I. 导言

A. 四福音互补互诠性 

B. 四福音基督四画像

C. 四福音的重点

D.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于第二课论述） 

复习题目：

1、四福音书如何互补互诠？各本福音书的重点是什么？

2、研读耶稣生平的十大重点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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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2课：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时候满足及历史的观点：犹大国与国际政治史、政治文化方面的预备、以

色列民族的宗教

I. 导言

A. 四福音互补互诠性 

B. 四福音基督四画像

C. 四福音的重点  （接上一课 ）

D.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1.	时候满足

a. 量方面的计算 (加4:4)

b. 质方面的计算 (可1:5)

				2.	历史的观点

 a. 犹大国与国际政治史

 b. 政治文化方面的预备

 c. 以色列民族的宗教

 

 复习题目:

	1、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有何重要性？

	2、主耶稣降生时，犹太人有哪些宗教派别？他们各自的背景及特点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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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3课：福音的开始

路加的序言、道成肉身的奥秘

 I. 福音的开始

复习题目:

1、约翰如何以「道」字来解释“道成肉身”？

2、述说腓立比书2：6—11基督的虚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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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4课：天使报信

天使向撒迦利亚预告施洗约翰的出生、向马利亚报喜信、向约瑟显现、施洗

约翰诞生、撒迦利亚颂、施洗约翰渐长

Ⅱ. 天使报信

Ⅲ. 先锋施洗约翰

 复习题目:

1、天使向马利亚和约瑟预告了什么？他们是如何回应的？

2、先锋施洗约翰有何重要性？



第一部 预备时期

约有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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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5课：耶稣的降生

耶稣受割礼、在圣殿被献给神、耶稣的家谱、受博士的朝拜

 I. 耶稣的降生

	 		 	

复习题目：

1、路加所记耶稣家谱和马太所记耶稣家谱差异何在？

2、东方博士朝见新生王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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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6课：耶稣的童年时期

约瑟带耶稣逃往埃及、耶稣赴耶路撒冷过节、耶稣静居十八年

Ⅱ. 童年时期

复习题目:

1、耶稣在圣殿被献与神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2、耶稣说“我以我父的事为念”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部——传道时期

主后26－30年



一、第一年 默默无闻： 

开始事工(4个月) 

主后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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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7课：耶稣先锋的工作、耶稣受洗与受试探 

 I. 耶稣的先锋

Ⅱ. 耶稣受洗与受试探

复习题目:

1、耶稣为何要受洗？

2、耶稣如何胜过试探？



21

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8课：耶稣呼召门徒、耶稣的首件神迹 

 

Ⅲ. 耶稣呼召门徒

Ⅳ. 耶稣的首件神迹

	

复习题目:

1、迦拿婚宴使水变酒有何意义？

2、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何在？



二、第一年 默默无闻：  

犹太早期事工 (8个月) 

主后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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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9课：赴耶路撒冷过节、在犹太地的服事

 I. 赴耶路撒冷过节

Ⅱ. 在犹太地

复习题目:

1、耶稣洁净圣殿之意义？

2、耶稣对尼哥底母指出如何重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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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0课：回加利利路上与撒玛利亚妇人传道 

Ⅲ. 回加利利路上

 

复习题目:

1、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谈活水是指什么？如何得到这活水？

2、撒玛利亚妇人如何为主耶稣作见证？



三、第二年 广受欢迎： 

加利利早期事工(4个月) 

主后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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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1课：回加利利——早期加利利事工

耶稣医治大臣的儿子、耶稣被拿撒勒人弃绝、定居迦百农、再召彼得等四门

徒、会堂赶逐污鬼、医彼得岳母

 I. 返回加利利

Ⅱ. 定居迦百农

 

复习题目:

1、耶稣回到家乡拿撒勒是否受到人们的欢迎，还是受到弃绝？为什么？

2、耶稣在迦百农一天的工作有哪些？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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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2课：周游加利利传道

耶稣医治长大麻疯病人、医愈四人抬来之瘫子、耶稣呼召税吏马太、耶稣设

三个比喻

Ⅲ. 周游加利利

Ⅳ. 返回迦百农

 复习题目:

1、耶稣医治四人抬来的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者“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2、税吏马太蒙召跟随主，他舍弃了什么？	



四、第二年 广受欢迎： 

加利利中期 (12个月) 

主后28-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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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3课：赴耶路撒冷过节

耶稣治愈三十八年的病人、耶稣讲论父与子的关系、安息日门徒掐麦穗事

件、在安息日医手枯者

I. 赴耶路撒冷过节

Ⅱ. 回加利利途中

复习题目:

1、耶稣赴耶路撒冷作了何事？从哪些方面证明他与父是平等的？

2、针对法利赛人批评门徒掐麦穗的事情，耶稣如何反驳及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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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4课：第二年 加利利中期——广受欢迎

耶稣定居迦百农、退到海边、选立十二使徒、登山宝训、平地的教训

Ⅲ. 定居迦百农

复习题目:

1、耶稣怎样选立12使徒以及目的为何？

2、登山宝训的八福,	如何指出成为天国子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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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5课：第二年 加利利中期——周游加利利

耶稣医治百夫长之仆、使寡妇儿子复活、耶稣论施洗约翰、受有罪女人膏抹

Ⅳ. 周游加利利

	

复习题目:

1、百夫长对耶稣有怎样的信心？

2、耶稣如何赞赏先锋施洗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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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6课：继续周游加利利

与耶稣同行之人、别西卜与求神迹事件、天国的比喻、耶稣的教导

Ⅴ. 继续周游加利利

	

	

（于下一课继续论述）

复习题目:

1、何为亵渎圣灵之罪？

2、耶稣设天国比喻的目的及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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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7课：神儿子的神迹

耶稣平静风浪、拯救群鬼附身之人、医治患血漏妇人、睚鲁女儿死里复活

Ⅴ. 继续周游加利利 （接上一课） 	

 
   Ⅵ. 返回迦百农

 

复习题目:

1、主拯救格拉森被鬼附之人后，他如何为主作见证？

2、管会堂的睚鲁和患血漏病妇人对耶稣有怎样的信心？



34

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8课：耶稣被人厌弃

耶稣被拿撒勒人厌弃、差遣十二门徒外出传道、施洗约翰被杀、喂饱五千

人、在海面行走、论生命的粮

Ⅵ. 返回迦百农

Ⅶ. 再次周游加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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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复习题目:

1、主耶稣差遣十二使徒出去传道前有哪些吩咐？

2、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耶稣如何讲解他就是生命的粮？



五、第三年上半年 遭受反对： 

加利利后期事工(6个月) 

主后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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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19课：第三年上半年事工——赴推罗西顿 

耶稣论洁净之礼、耶稣医好迦南妇人的女儿

 I. 到推罗西顿

		

	

复习题目：

1、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含义是什么？

2、迦南妇人对耶稣有怎样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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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20课：赴低加波利——回加利利——赴该撒利亚腓立比

医聋哑者、耶稣喂饱四千人、回马加丹斥责试探者、警告门徒防备酵、在伯

赛大使盲人渐复明

Ⅱ. 赴底加波利

Ⅲ. 返马加丹(大玛努他)

Ⅳ. 在伯赛大

 

复习题目:

1、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与用四个饼几条鱼喂饱四千人，这两个神
迹有何不同？

2、耶稣警告门徒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希律党人的酵是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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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21课：该撒利亚腓立比——黑门山

彼得认信、耶稣预言教会、首次预言受害、登山变像、论以利亚、医治鬼

附孩子

Ⅴ. 赴该撒利亚腓立比

Ⅵ. 在黑门山

 

复习题目:

1、耶稣为何要查问门徒对他的认识，与建立教会的关系何在？

2、耶稣在黑门山变化面貌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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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耶稣的言与行  辅助手册

第22课：返回迦百农

再次预言受害、鱼口得纳税之银、耶稣教导门徒谦卑、纪律与饶恕		

Ⅶ. 返迦百农

复习题目:

1、门徒在往迦百农的路上彼此争论什么?	耶稣如何教导他们？

2、耶稣教导彼得饶恕人七十个七次是什么意思？



六、第三年下半年 结尾事工： 

犹太后期(3个月) 

主后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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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课：赴耶路撒冷过住棚节

耶稣弟兄劝他上耶路撒冷、教导作门徒的代价、住棚节之辩论、赦免犯罪妇

人

 I. 上耶路撒冷

Ⅱ. 在耶路撒冷

（于下一课继续论述）

复习题目:

1、耶稣在耶路撒冷住棚节行了何事？

2、耶稣如何回应文士和法利赛人捉拿行淫妇人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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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课：住棚节之宣告

耶稣的八大宣告、医治生来瞎眼者、论好牧人

Ⅱ. 在耶路撒冷 （接上一课）

复习题目:

1、在住棚节耶稣有哪些“我是”的宣告？	

2	、耶稣如何论好牧人的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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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课：犹太后期的工作、再赴耶路撒冷过修殿节

差派七十个门徒、好撒玛利亚人之喻、教导门徒祷告、耶稣被质疑

Ⅲ. 在犹太地区

（于下一课继续论述）

复习题目:

1、主差遣七十门徒出去传道之前，对他们有哪些吩咐？	

2、何为祈祷？试将主祷文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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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课：论法利赛人六祸、进天国之道

论法利赛人六祸、论进天国之道、接受耶稣、勿贪爱世界、警醒预备、分辨

时候

Ⅲ. 在犹太地区 （接上一课）

（于下一课继续论述）

复习题目:

1、耶稣论法利赛人和文士有哪些祸灾？	

2、耶稣如何论进天国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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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课：犹太后期的工作——再赴耶路撒冷过修殿节

悔改或灭亡、安息日医好十八年驼背之女人、神国之进展、芥种与面酵之

喻、修殿节之宣告、退避约旦河外

Ⅲ. 在犹太地区 （接上一课）

Ⅳ. 再赴耶路撒冷过修殿节

 

复习题目:

1、耶稣何以劝人要进窄门？	

2、耶稣在修殿节宣告了什么重要之事？



七、第四年前半年 结尾事工： 

比利亚 (3个月) 

主后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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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课: 比利亚的结尾事工

论当进窄门、叹息耶路撒冷之结局、在安息日医治水臌病者、大筵席的比

喻、论作门徒的素质、耶稣论三个失丧的比喻

 I. 在比利亚

（于下一课继续论述） 

 

复习题目:

1、耶稣论作门徒的素质和代价是什么？	

2、从耶稣设三个失丧的比喻，你学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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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课: 比利亚的结尾事工

不义管家之喻、论贪心与休妻、论财主与拉撒路、耶稣论饶恕与本份、去

伯大尼使拉撒路由死

 I. 在比利亚 （接上一课）

      

 
   Ⅱ. 意外的伯大尼之行

 

复习题目:

1、耶稣设不义管家的比喻对门徒有什么教训？

2、使拉撒路由死里复活的事件，耶稣如何宣告他是复活的主、生命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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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课: 比利亚的结尾事工

医治十个麻疯病者、耶稣论神国的来临、恒切祷告、耶稣论自义与自卑、	

论休妻、孩童与天国、少年官欲得永生、母为子求高位

Ⅲ. 在比利亚

 

复习题目:

1、门徒应如何恒切祷告等候主来？

2、少年富官求问永生的问题，试述其经过并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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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课：经耶利哥到伯大尼

瞎子的信心、呼召撒该、天国延期论、到伯大尼被马利亚所膏、公会计害耶

稣、受难周的事迹

   Ⅳ. 经耶利哥

Ⅴ. 到伯大尼

复习题目:

1、耶利哥城的撒该是谁？他如何接受主的救恩？	

2、贵胄远行比喻的意义是什么？



第三部——受难时期 

主后30年 



一、最后一周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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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课：主日/周一

	主日：骑驴进京、为圣城哀哭、视察圣殿

	周一：咒诅无花果树、第二次洁净圣殿、祭司长想灭耶稣、希利尼人求见

 I. 主日

Ⅱ. 周一

复习题目:

1、耶稣骑驴进京有何重要性？群众为何夹道欢迎？

2、耶稣为何要为圣城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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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课：周二

论信心祷告之力量、对答祭司长文士有关他的权柄、三个比喻论选民国、

论纳税的事、论复活的事、论最大的诫命、论基督与戴维之关系、论法利

赛人的八祸、论穷寡妇的奉献

				Ⅲ. 周二

	

（于下一课继续论述）

复习题目:

1、耶稣设哪三个比喻论选民国拒绝主的后果？

2、文士和法利赛人有哪八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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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课：周二 —— 橄榄山论谈

耶稣橄榄山论再来之事、第四次预言受害、祭司长等人商议捉拿耶稣、犹大

见祭司长商计卖主

Ⅲ. 周二 （接上一课）

	 	

 

复习题目:

1、在橄榄山耶稣如何预告他的再来？

2、犹大为何要出卖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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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课：周四周 —— 最后晚餐夜

耶稣设立圣餐、门徒争论谁为大、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指明卖主之人、预

言彼得不认主

Ⅳ. 周四

	

（于下一课继续论述）

复习题目:

1、耶稣为何要为门徒洗脚？	

2、耶稣设立圣餐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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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课：周四 —— 耶稣的临别赠言、大祭司之祷告

 
   Ⅳ. 周四 （接上一课）

复习题目:

1、主耶稣在楼房论谈及路上宣言，对门徒有哪些重要的教导。

2、主耶稣大祭司祷告之内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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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课：周四/周五

客西马尼园祷告、被兵丁捉拿、六次受审、彼得否认主、巡抚彼拉多定罪

 V. 周五受害(逾越节)

1. 在客西马尼园

2. 被公会等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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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解见巡抚

 

复习题目:

1、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如何表示决心顺服神的旨意？

2、试述耶稣几次受审及其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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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课：周五——各各他受难

耶稣行苦路、被钉十架、与两犯人同钉、被众人讥笑、为众人代祷、断气前

情景、「成了」、三件神迹、被两门徒安葬、安息在坟墓里

  
4. 被解赴各各他

5. 被钉十字架（上午9时至下午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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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被安葬

 

VI. 周六在坟墓 

复习题目:

			1、耶稣的受死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2、耶稣十架七言？这些话有何意义？



二、最后四十日、复活、升天与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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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课：复活、显现、托付

复活的早晨、耶稣主日的五次显现、对门徒的托付

 I. 复活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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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 主当天的显现

复习题目:

1、主耶稣复活带给信徒的意义是什么？

2、主耶稣复活首先向谁显现？她的反应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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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课：大使命、四十日之事工、升天与再来

耶稣主日后的五次显现、大使命、与门徒四十天聚集、耶稣被接升天、主的

再来

Ⅲ. 主以后的显现

 
   Ⅳ. 主被接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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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 福音总结

复习题目:

1、耶稣向门徒们颁布的大使命是什么？

2、主耶稣升天和再来，带给我们什么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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