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迦南地，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

Canaan, the Unsearchable Riches of Christ

神的帳幕 聖經研考之旅 2019 



• 亞洲，非洲，歐洲三大洲的交匯之處
• 地中海，亞非歐，西伯利亞的植物，動物都可以在以色列找到
• 是全地的櫥窗，世界的精華似乎都陳列在這裡
• 氣候，地勢和地形有許多強烈對比，但迦南地卻可以在尼波山盡收眼底
• 代表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但卻是可以看見，聽見與經歷的！

迦南美地 Canaan，the Beautiful Land



• 以色列面積20,770 km² (加州灣區面積是18,040 km²)
• 2019 年人口總數接近 9 百萬（9 million）
• 2016 年數據：74.7%猶太教，17.7%穆斯林，只有2%基督徒
• 下圖將以色列按比例放在三藩市灣區地圖上

迦 南 美 地 Canaan, Israel





我要將你現在寄
居的地，就是迦
南全地，賜給你
和你的後裔，永
遠為業。我也必
作他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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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研習行程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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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帕古城 Jaffa

舊約
1，最早分地給但支派
2，聖殿所用的香柏木從黎巴嫩紮成筏子，浮海運

到約帕，然後陸地轉運到耶路撒冷
3，約拿逃避神命，被大魚吞入腹內三天三夜

新約
4，彼得讓多加從死裡復活（徒九36-42）
5，彼得在硝皮匠西門家裡見異象給外邦人傳福音



約帕古城 Jaffa

先知約拿與大魚的故事
聖彼得大教堂 約拿的神跡

硝皮匠西門家，彼得魂遊象外



該撒利亞城 Caesarea

1. 大希律王是以東血統的猶太人，被羅馬帝國任命為“猶
太王”(主前37-主前4年),在位34年

2. 建造了第二聖殿
3. 接待東方博士後,為要殺害耶穌而屠殺伯利恒城嬰兒
4. 該撒利亞是大希律王獻給羅馬皇帝該撒的港口城市
5. 主耶穌年代羅馬人在猶大地的首都.現在以色列富人區
6. 哥尼流在該撒利亞聽見彼得傳福音而信主受洗，外邦人

福音的門開始被打開（徒10章）
7. 保羅去羅馬之前在這裡被囚了兩年（徒24章），多次向

羅馬官員見證主耶穌
8. 考古發現此處皇宮歌劇院座位,有一塊石頭,用拉丁文刻

著當年審判耶穌的羅馬巡撫“彼拉多”的名字

海角宮殿

https://tabernacleofgod.net/wp-content/uploads/2018/08/caesarea.jpg


羅馬皇宮歌劇院

海角宮殿

希律港口

彼拉多刻石



迦密山Mount Carmel

米吉多Megiddo/耶斯列平原 Jezreel Valley



拿撒勒村莊 Nazareth Village

1. 在拿撒勒建的一個文化村，還原主耶穌時代的樣式
2. 考古發現的猶太人村莊，有壓酒池，瞭望樓臺
3. 荊棘(撒種的比喻)，牛膝草(潔淨,逾越節蘸羔羊的

血)，芥菜花和種子，壓橄欖枝子，橄欖榨油
4. 馬槽、木匠、紡羊毛線、石墓穴、猶太會堂



拿撒勒村莊 Nazareth Village

橄欖樹牛膝草 荊棘 芥菜籽

壓橄欖枝子:外邦人 橄欖壓成油壓酒池



加利利海 Sea of Galilee

1. 八福山 Mount of Beatitudes
2. 加利利海Sea of Galilee
3. 古船博物館 Yigan Allon Center
4. 迦百農耶穌的城 Capernaum The Town of Jesus
5. 彼得受職堂 Church of Primacy of St.Peter
6. 五餅二魚堂 Church of the Multiplication

加利利海

從加利利海望山上的提比利亞城



登山寶訓，八福山教堂

五餅二魚堂 彼得受職堂/獻心堂



86年打撈上岸的第一世紀的古魚船 猶太會堂復原圖

迦百農猶太會堂(可一21)彼得家房子(太八14，可二4)



該撒利亞腓立比 Caesarea Philippi

• 靠近黑門山，約但河四大源頭之一的發源地
• 希臘神廟以上的巨大懸崖被稱為「神祗之石」

（Rock of the Gods）
• 耶穌帶門徒到這裡，故意在這異教神廟林立

的地方問門徒自己的身份，彼得承認耶穌為
基督，這認信成為教會的基礎，因為基督是
教會的頭和救主（太十六16，弗五23）

• 耶穌帶彼得、雅各和約翰登山變相（太十七）
• 聖經四大啟示：基督、教會、十字架和國度

巨大磐石與流水 希臘神廟復原圖



外約旦 Beyond Jordan River

1. 傑拉什 Jerash
2. 佩特拉 Petra
3. 馬達巴 Madaba(馬賽克聖地地圖)
4. 死海 Dead Sea
5. 雅博渡口 Ford Jabbok
6. 尼波山 Mount Nebo
7. 耶穌受浸地 Jesus Baptismal Site
8. 大而可畏的曠野

⓪



傑拉什古城 羅馬之外的羅馬城

⓪



佩特拉 Petra (玫瑰紅城 Rose Red City)

西拉Sela (以東國首都，王下十四7)

俄巴底亞論以東：驕傲、強暴致全然毀滅



雅博渡口Jabbok 雅各生命的改變

創 28:10-11 雅各出了別是巴，向哈蘭走去。到了一
個地方，因為太陽落了，就在那裡住宿。
創 32:31 日頭剛出來的時候，雅各經過毗努伊勒，
他的大腿就瘸了。

雅各在雅博渡口和天使摔跤，天使不能勝他，就在
雅各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就瘸了，天使又給他
祝福，令他改名叫做以色列，雅各便給那地方起名
叫毘努伊勒。

雅博渡口



耶穌受浸地 Jesus Baptismal Site

附近是以利亞升天處

亞伯什亭
Abel Shittim

第 二 次 數 點 人 數
（民26）
耶利哥對面，曠野
漂流的最後一站；
寫申命記



尼波山 Mount Nebo

申32:49  你上這亞巴琳山中的尼波山去、在摩押地與
耶利哥相對，觀看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為業的迦南地。

申34:1-3  摩西從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與耶利哥

相對的毗斯迦山頂。耶和華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
他利全地、以法蓮、瑪拿西的地，猶大全地直到西海、
南地、和棕樹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瑣珥、都指給他
看。

摩西舉銅蛇

耶利哥城
死海 约旦河



從尼波山觀看迦南美地



過約但河
征服南方諸王

書2章 兩探窺耶利哥

書3章 過約但河，吉甲安營

書6章 攻取耶利哥城

書7-8章 攻打艾城。

書9章 與希未人立約。

書10章 攻取瑪基大、立拿、

拉吉，敗基色王，攻取伊磯

倫、希伯崙、底壁、山地、

南地、高原和那地諸王，又

從加低斯巴尼到迦薩、歌珊

全地，直到基遍。



征服北方諸王

書 11:1-5 夏瑣王招集了瑪

頓、伸崙、押煞、北方、山

地、基尼烈南邊的亞拉巴、

高原，西邊多珥山崗的諸王，

又去見東方和西方的迦南人、

山地的亞摩利人、赫人、比

利洗人、耶布斯人、並黑門

山根的希未人﹐到米倫的水

邊安營，以抵擋以色列人。

書 11:7-8 以色列人從南方

進兵攻擊，在米倫的水邊擊

敗了北方的聯軍，並追趕到

西頓大城，到米斯利弗瑪音，

直到東邊米斯巴平原。

書 11:10-12 以色列人又轉

回，奪了夏瑣和北方諸城。



那從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極遠
之地、撒拉但旁的亞當城那裡
停住，立起成壘；那往亞拉巴
的海，就是鹽海下流`的水全

然斷絕。於是，百姓在耶利哥
的對面過去了。 書3:16

從亞當橋附近過約旦河

軍事管制區

約旦河



耶利哥的城牆
錫安大道
流淚穀
耶穌醫治瞎子
好撒瑪利亞人
撒該的家

考古發掘的古城牆

城牆復原圖



發現《以賽亞書》羊皮卷的4號洞

4號山洞

昆蘭死海古卷Qumran Dead Sea Scrolls



社群內眾多潔淨池，
出口與入口分開，
為了保持潔淨

昆蘭死海古卷Qumran Dead Sea Scrolls



昆蘭死海古卷Qumran Dead Sea Scrolls

沙椰棗樹

死海鹽柱

沙椰棗制棗蜜



伯利恆主誕教堂Church of Nativity

透過此口看下面
耶穌誕生的山洞

教堂很大，但入口非常窄小，人要弯
腰才能进去，要人学习谦卑



橄欖山頂俯瞰聖殿山和猶太人墓區

位於摩利亞山頂端的薩赫拉（意為岩石）清真寺，又叫金頂清
真寺或岩石圓頂清真寺，因裡面供奉著一塊長17.7米，寬13.5米，
高1.2米的巨石而得名，故並非一個真正的清真寺，旁邊灰色圓
頂的建築物才是（阿克薩清真寺）。

金頂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阿克薩清真寺
Al-Aqsa Mosque 

金門
East Gate

汲淪溪穀Kidron Valley

猶太人墓區
猶太人墓區



耶路撒冷城，大衛城

http://photo.blog.sina.com.cn/showpic.html#blogid=96c1c0470102x1f3&url=http://album.sina.com.cn/pic/002LaBhRzy784LxTEhv55


聖城耶路撒冷 Jerusalem

錫安山
橄欖山
聖殿山（摩利亞山）
汲淪溪穀
圓頂清真寺
所羅門廊
拉比的階梯
考古博物館
哭牆（西牆）
大衛城/大衛王宮
阿希爾豪宅
希西家水道
耶路撒冷城牆及各城門

東門（金門），錫安門，
糞廠門，大馬色門，獅
子門等等

第二聖殿和聖城模型
以色列博物館
耶路撒冷考古公園
古羅馬大道
聖殿學院

西羅亞池
畢士大池
朝聖臺階古道
所羅門採石場
大衛王墓
馬可樓
最後的晚餐處
該亞法官邸
囚禁犯人的地下室
錫安山上的雞鳴堂
十架苦路（十四站）
各各他聖墓教堂
橄欖山上的主禱文教堂
橄欖山上的升天教堂
橄欖山上的主哭耶京堂
橄欖山上客西馬尼園
橄欖山上的萬國教堂
橄欖山上眺望
“骷髏地”花園塚
還有很多很多 。。。



錫安門 Zion Gate –墙上是六日戰爭中留下的彈痕



雞鳴教堂 萬國教堂

客西馬尼園的千年橄欖樹



扛十架遊行 十架苦路 上行臺階古道

馬可樓
大衛城

聖殿山



各各他聖墓大教堂

主耶穌被釘處

主耶穌復活處



我們若彼此相愛，神就住在我們裡面（約壹4:12）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篇 133）



楊弟兄一家及解說員 基督學房的弟兄姐妹們



孩
子
們

孩子们晚上自己聚会

孩子们在该撒利亚罗马剧场唱《奇异恩典》



美好見證的一家



晚上的聚會交通



每處景點都有短講



弟兄姐妹們認真聆聽



特拉維夫Tel Aviv 看望張濤和曉芸一家

特拉維夫夜景



在花園塚擘餅紀念主

在
車
上
靈
修
，

分
享
，
唱
詩



約但國信主的華人導遊

当地信主的阿拉伯導遊
福音的大能！



旅程中信主並受浸 另一位年輕姊妹受浸



[上行之詩詩篇121篇] 我要向山舉目

[上行之詩詩篇125篇] 倚靠耶和華的人好像錫安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