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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x;;;中都有一些问题可以用 作交谈的话 本书中的赞美诗， 其英文歌词分别选自

题。 这些问题有助于父母理解孩子的思想。 以下三本很受欢迎的英文儿童赞美诗歌本：

并能帮助孩子将圣经中的教导应用到自己的 1. 《儿童赞美诗》 71,e Children
’ s 崎’”’由ok

小事情上。 (Grand Rapids: National Union of Christian Schools 

不能期望小孩子能把书中所有的圣经经 and Eerdmans, 1962) 

文背诵下来， 但不断地重复所给的这些经 2. 《青年赞美诗》 Hy”111sfor Youth (Grand 

文， 再加上父母的解释和讨论， 对他们熟悉 Rapids: National Union of Christian Schools and 

这些经文是很有益处的。 稍大 一些的孩子可 Eerdmans, 1966) 

能愿意花功夫至少背下 一些经文。 3. 《欢乐的歌》 Joyj11l So1111ds (St. LoUis: 

对很小的孩子， 建议阅读经文部分最好 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 1977) 

略去。 大 一些的孩子可能乐意去用圣经上的

话来印证课文中的内容。 对少数译者熟知的已经翻译成中文的赞

由于唱歌对基替徒的生活是一种很好的 美诗， 书中直接引用了这些歌词， 并注明

激励和鼓舞 ， 同时也是信心与喜乐的一 利』流 了这些中文赞美诗歌的出处， 以便读者查找

露， 所以我们希望父母能与孩子们一 起H吕书 学唱。 其余的赞美诗的歌词均为本书译者所

中所给的这些歌。 唱歌是赞美神的一种活泼 译。 由于译者不熟悉这些歌调， 翻译时只求

的方式， 并能坚固我们的信心 ， 使我们更加 将歌词意思表达清楚， 无法顾及与｜曲调的配

信靠神。 通常， 先讲 一些歌词的含义会有帮 合。 特此说明。

助。 如果不熟悉歌调， 可以给孩子们朗读�ix

词， 并可以用来讨论。

祷告是 －种很宝贵的方法， 可以用来将

刚刚播下的种子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里。

每篇课文的故后所给出的祷告词既可以直接

作为你们的祷告词， 也可以仅将其作为结合

该篇主题来进行祷告的二种向导。

我们衷心地祈祷， 本书的出版能给每个

使用 本书来荣耀神的家庭带来祝福， 并且通

过对本书的阅读， 使小孩子们能学会认识神

并爱神， 如耶稣抱在怀里的那些小孩子们一

样。

-MARIAN M. SCHOOLLAND 

＠咱

四

一译者2000年2月23日



给父母的话
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给那些想教孩子们认识 中几乎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他们读，当然最好
神的父母提供帮助和指导。父母是孩子们最 是留在每天都有的一段固定的洁净时间。如
好的老师。在孩子们属灵的成长道路上，与 在每天晚饭后的家庭敬拜时间 ， 或睡觉前的

父每在消净的时候谈论那位造我们、爱我们 一段时间 ， 像本书这样的内容市要孩子们进

的伟火其抖，这种经历对孩子们的影响或许 行一定的思考，因此 ， 应当读慢一些，好让

比任何其它事↑青更为深远。 孩子们能够接受其中的内容。（文中的空行和
小孩子都喜欢听父母给他们读书。一夭 黑体字可以帮助父[J:阅读得更加有声有色。）

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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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马可福音10: 14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 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 起来， 都要谈论。

申命记6: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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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给小孩子的圣经教导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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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讲述秽的书。书中也谈到人，及
我们所看到的周围的 一 切，但它主要是讲述
柿。

这本书主要讲述神，是因为每个人都
应该认识神。 神对我们非常重要。袍创造了
我们，我们属于他。整个世界都属于袍。太

袖是何等地 奇妙、和美善：
袍是何等地爱我们；
袍怎么看顾我们：
斗也要我们作什么：
还有很多很多…．．．

阳、月亮及千千万万在天上闪亮的星星也属 i{页掰确实是一 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这
于袍。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认识袍呢？ 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幸福。 一 旦我们认识

在我们每个人心灵的深处都有 一个微小 他，我们就会爱袍，我们就会信靠袍，我们
的声音告诉我们说：确实有 一位神，我们 应 就会昕袍的话。
该认识袍。有些人不昕从这个微小的声音，
他们不想认识神。有些人听到了，却为自己 讨论话题：
造别的假神来。人们造出了木头作的假神和 在我们心灵深处 有 一个微小的声音在告诉我
石头作的假神。有些人向太阳和星星祈祷， 们什么呢？
好像它们就是神。但这些神根本昕不到我们 神创造了哪些奇妙的东西呢？
的话，也看不到我们，也不能给我们任何帮 我们为什么需要神呢？
助。我们想要认识那位能者到我们，能听到
我们说话，并能在我们需要时最V11/J我们的If 背添经文：

神。 很久以前，神曾说过：

你 曾见过小孩子伸出双手奔向妈妈的怀 #f .It Jf1Jlll笋写T#I:£ fJ(; //;f �＃1:£ ii!. 
抱吗？小孩子需要妈妈，想和妈妈在一 起。 以赛亚书55 6 

妈妈看顾 自己的孩子。一个好妈妈会看顾她 我们阅读本书正是为了寻找神。

所有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孩子，因为袍创造

了我们，我们属于池。我们霖要袍的看顾。 建议阅读经文：
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小孩子寻求 诗篇 105: 1-4 

神，认识神，并且爱神。在本书中，我们将
讲述这位真神： 赞美诗 ：

袍是何等地伟大： 这是一首赞美神的歌：

3 



谁创造海洋、大地与天空？
是神，我们慈爱的父；

谁摆设太阳、月亮在高空？
是神，我们慈爱的父：

谁创造百鸟空中飞？
是神，我们慈爱的父。

谁造蓝蓝的湖泊与百｝｜｜？
是神，我们慈爱的父：

谁造雪花、雨水与且在珠？
是神，我们慈爱的父；

袍也造出无数的小朋友，
神啊，我们慈爱的父。

椅告：

（芬兰曲调〉

（我们一 起来求神帮助，使我们通过阅
读这本书能更多地认识袍，好吗？）

天上的神，我们很高兴可以向你祈祷，
当我们在 一起阅读这本书 的时候，求祝福我
们。我们想更多地认识 称，这样我们就能深
深地爱你。阿｛门。

＠． 盟

你想见神的面吗？是的，我们都想见神的
面。但我们衣后见神，从来没有哪俨儿见过
神。

我们为什么不能见神呢？

我们不能见神，因为袍是个灵。灵是我
们肉眼所若不见的。

灵是什么呢？

是这样的，当神造你的时候，袍赐给你
一 个肉体和 → 个Z「或灵魂J。你的灵住在
你的肉体里，正是住在你肉体里的那个灵，
袖在昕我们阅读：袍会思想：袍懂得爱：袍
高兴的时候使你露出笑容：袍有时候难过就
会使你流出眼泪来。

没有人能够者到你的灵，但你可以感觉
到它就住在你的里面。

4 

而神3言全是个灵，袍没有肉体。这就是
我们看不到袍的原因。但袍却能看、能听并

且爱我们。那些我们看不见、昕不到的，袖
都能看见，能昕到，尽管我们看不见袍。

我们不能见神还有另外 一个原因。丰ir是

无比荣耀的。这就是说，神是非常圣洁的，

像闪耀的光芒。

圣经中给我们讲到 一个人，他的名字叫
摩西。摩西是神的好朋友。神常常对摩西说
话，但摩西功U/!/£/i2i!l神。

有一 天，摩西对神说： 「irf将称的荣耀
显给我看。J

神对摩西说： 「没有人见了我的面还能
存活。但我要将你藏在岩穴里，然后我再从
你身边走过。J



摩西 一 个人走到一座山上， 神将他藏在

岩穴里， 然后神从他身边走过去。 神让摩西

仅仅看到了 一点点袍的荣光。 即使像摩西这

因为入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出埃及记33 : 20 

样的人也只能看到这样一点点神的荣光， 而 建议阅读经文

不能看到更多。

当摩西从那座山上下来的时候， 他的脸

面发出像太阳一样的光芒。 仅仅看到一点点

神的荣光就使他的脸面发光， 这光甚至使以

色列人都惧怕他。

神的荣光非常闪亮， 没有入联看袍。 当

太阳闪亮时， 我们不敢看着太阳。 这时若看

太阳就会伤我们的眼镜。 神的荣光比太阳的

荣光要大得多。

我们不能见神的面， 原是/fl事。

太阳的光芒和闪亮的星星在向我们述说

神的荣光。 假如我们j[I,袍的面， 哪怕只看到

池 一点，在荣光， 我们都会很害怕。 我们甚至

不能存活。

讨论话题：

有人见过神的面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见神的面呢？

我们见神的因为什么不好呢？

神曾对摩西说：

5 

诗篇104 : 1 13 

赞美诗：

这是一 首赞美神的美妙诗歌：

我主上帝何等奇妙，

权荣何等崇高！

施恩座位何其美好，

光辉四丽照耀！

我主上帝何等奇妙’ （《颂主圣诗E第62首〉

梅告：

（尽管神是那样的伟大， 但我们可以向

袍祈祷。 我们 一 起闭上眼睛， 低下头来向神

祷告， 好吗？这样， 在我们向袍祈祷时， 心

里就只会想到神。 ）

荣耀的神， 称比太阳更明亮， 求柏：帮助

我们来赞美称。 透过耶稣我们的救主， 使我

们成为消洁、 无罪的人： 这样， 我们就不必

惧怕见称的面。 阿们。



吕

我们能看见神造的万物

我们囚周有看不完的东西，有学不问的知
识！

你知道我们龙怎样学习的吗？
我们通过眼看和耳听来学习。
我们也能这样 认识刑，吗？我们者衣Ji!

神，也昕不到袍给我们说话。那我们怎么是U
S袍呢？我们怎么i).ill袍l呢？

我们可以通过神所造的万物来认识袍。
你看过在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吗？
你常常观看周围又大又宽广的地球吗？

地球上有那么多奇妙的东西一各种毛绒绒的
动物 ，各种飞鸟、花草，还有各种小虫子。
地球上还有宽广无边的海洋，里面有无数的
大鱼和小鱼。

所有这些都是谁创造的呢？

是谁在看顾和维持这一切呢？
一 定存－fit造物主创造了这一 切，这位

造物主就是神。

有时我们会听到隆隆的雷声，会看到闪
电划破天空。你我都不能造出惊雷和闪电。
我们也不能造出云和雨。我们不能使风刮起
来，当风刮起来时我们也不能.Ll:/1它。这一

切的事我们 都作不了，这些事告诉我们一 定
有一位伟大的衔。袍造出惊雷与闪电，袍创
造风和雨，还有美丽的雪花。

有时我们会昕到小鸟歌唱。我们不能教
小鸟唱优美的歌。我们不能教小鸟如何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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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巢。当我们看到小鸟飞翔，听到小鸟歌
唱时，我们知道 一 定有一位伟大的异，创造了
各种鸟。

花儿非常美丽。它们有漂亮的花瓣。有
各种各样的花一蓝色的花、黄色的花、和红
色的花。

有的花在颈部深处还有蜜水，有的花在
花瓣里有浓郁的芳香。仔细地观察 一 朵花，
看看它是何等地美1再想想由花结出来的种
子竟孕育着生命。我们谁也造不出一朵真正
的花，－朵在花颈里有一 滴蜜水，在花瓣里
有芳香的花。只有掰能造出来。 所以，花儿
告诉我们一定有一位神。

我们知道 一 定有 － 位神，因为我们能

看到袍的作为，我们能看到掰所造的各样东
西。

讨论话题：

太阳、月亮和星星如何告诉你 一 定有－ 位神

呢？还有哪些东西在告诉我们 － 定有一位神
呢？你能说出它们的名字吗？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靖天述说棉的荣耀．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19: 1-7 

诗篇19 1 



赞美诗：

我们可以用诗篇19篇来唱歌·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苍穹传扬袍的手段。
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
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

梅告：

我们现在来向神祷告，好吗？

Arthur
’

s Seat 

神l呀！当我们观看周围的一 切，我们便
知道称是 一 位非常伟大的神。当我们仰望天
空，天空告诉我们，莉是何等地伟大；当我
们环顾囚周，花、鸟告诉我们，称是何等地
奇妙。我们是如此渺小！但我们属于称。我

们也知道，你必会因耶稣的名来看顾我们。
阿们！

唱
γv v阶

神对很久以前的人说过话

亚当和夏娃是神最早所造的两个人 一一

个男人，一个女人，只有他们 两个人。神造
出亚当和夏娃后，神经常对他们说话。在傍

晚，当太阳落山时，神来到伊甸园中对他们
说话。

很多年以后，神又对一个名叫亚伯拉罕
的人说过话，亚伯拉罕是神的/Jll.＆。

神也对摩西说过话，而且说过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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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有一 次，摩西登上西乃山与书11在一 起有
40天之久。这些日子，摩西甚至不需要吃

饭，因为神对他说话时，神在看顾他。
圣经上还告诉我们，神如何在一天晚上

对一个小男孩说话。这个小男孩住在神的会
幕里，他的名字叫撤母耳。

撤母耳帮助老祭司以利照着神的会幕。
一天晚上，神对撤母耳说话。



撒 母耳正在床上， 神 呼唤他的名字：
「撒母耳！撒母耳！

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在叫他。 他从床上跳
下来跑到以利跟前。 但以利说： 「不， 我没
有叫你。 j撤母耳回到床上。

神又 一 次呼唤撤母耳 「撤母耳！
撤母耳！ J撤母耳想 「 一 定是 以利在
叫我。 j但当他 跑到以利跟前 ， 以利说：

一些即将发生的事。
从那以后 ， 神多次对撤母耳说话。 后来

撒母耳成为一 个伟大的先知。 他将神的要求
和心意告诉人们。

神还对其他许多人说过话。 这些人也是
神的先知。 神差遣他们将袍的话告诉袍的子
民。

「不， 我的孩子 ， 我没有叫你。 j撒母耳又 讨论话题；
回到床上。 你能说出神对他们 说过话的两个人的名字吗。

但过 了 一 会儿 ， 他 又 听到了这个声 神呼唤撒母耳是在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呢？
音一－ r撒母耳！撒母耳！J 撤母耳看到神了吗？

撤母耳再次跑到以利跟前。 这次 ， 以 撒 母耳对神说了什么呢？
利说： 「：我现在知道是谁在叫你了。 是主
在叫你 ！回到床上去。 如果你再听到袍的声 背诵经文：
音， 你必须说： I耶和华啊！请说。 仆人敬 我们要想听到神的声音， 就应该像撒母耳那

昕。l J 样说：
撒母耳再次躺到床上 ， 他简直不敢相 府指羊/Jlf!i!I J°HiJt. ff .J... /.it/l'f. 

信 ， 神真会对他说话。 他还只是 一 个小孩 撒母耳记上3:9
子。 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并且留心听着。 过了
一会儿， 他又听到了这个声音一－ r盟主主1 建议阅读经文
盟主主！」 撒母耳记上3 : 1一10

他说 ： ［耶和华 啊！请说。 仆 人 敬
听。 j 赞美诗 ：

那天晚上， 神 对盟主主说话。 神告诉他 这首赞美诗是一个祷告， 它告诉我们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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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刻预备好向神说话。
求我心中主， 成为我异象，

我别无爱慕， 惟主我最仰；

主日夜居首， 我心向往，
睡着或睡醒， 慈容是我光。

成为我智慧， 成为我箴言，

我愿常跟随， 主 在我身边；
你是我圣父， 慈爱无比，
称常居我心， 称我不相离。

德告：
亲爱的天父 ， 帮助我们 能像小撤母耳

那样， 当我们昕到称的声音时能敬昕 称的话
语。 向们。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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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才我们向和11，苦乡时， 我们就是在 向 神 说

话。 我们先闭上眼睛， 思想神。 然后我们向

神必好。 我们知'iB衬1能听到我们说的话， 因

为袍就在我们周围。

但神也对！Ht7说话吗？ !ift7能l听到袍说

话吗？

很久以前， 书jl对小撤母耳说过话。 袍

还对其他许多人说过话， 但袍会对你我说话

吗？是的， 神的确对我们说话。 袍会通过儿

种方式对我们说话。 其中最主要的一 种方式

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

当丰q1向很久以前的人说话时，丰I书告诉他

们将她的话军7'.霖。 神告诉他们要把袍的话

写成一本书。 他们写成了 一本很大的书。 我

们称这本书为圣经。 圣经是神的话。

神眷顾这本圣经。 尽管这本书是很久很

久以前写成的， 我们今天还能读懂它。 神所

以脊顾这本圣经， 是因为袍，锣ff!＃圣经房仿

我说话．

当我们放圣经时， 神就在对我们说话。

当牧师给我们读圣经时， 神也在对我们

说话。

当爸爸、 妈妈给我们读圣经时， 神也在

对我们说话。

当老师给我们读圣经、 讲圣经故事时，

神也在对我们说话．

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书， 圣经是所有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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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奇妙的一本书。1§苏圣经都是神在对我们

说话。

我们爱圣经， 因为它是神的话。

我们爱情自己的圣经。

我们常常读圣经， 因为我们想明白神对

我们所说的话。

神还以一 种非常得彤的方式向我们说

话： 袍差遣袍的儿子Jff!N来到地球上生活。

目JI稣所说的很多话也记载在圣经里．

神对我们说话还有一 种方式， il!R9Jil会

在我们心里轻声说话。 有时候， 圣灵会轻声

地告诉我们不要任性。 有时候， 当我们祷告

时， 圣灵会轻声地告诉我们神在听我们的祷
A二
口 。

尽管我们不能像撤母耳那样用原耳听到

神向我们说话， 但神RI；／；也对我们说话。 神

通过多种方式向我们说话。

讨论话题：

在哪本书中， 神向我们说话呢？

这本书是谁写的呢？

为什么说圣经是所有书中最奇妙的 一 本书

呢？

背涌经文：

当我们背诵圣经中 的章节时， 就是将神的话

语存记在我们心里。 很久以前， 一 个神所拣



选的人曾说过：
我将榕的话藏在心里，兔得我得罪掠

建议阅读经文：
彼得签书 1 : 24, 25 

赞美诗：

这是一 肯有关神话语的赞美诗－
全能的神，称的话语

诗篇l 19. 11 

如种子撒向大地：
P.i.l此刻从天上降下甘露：
让仁义的果子结满全地。

掷告：

Dundee 

（我们刚才所唱的歌就是一段祷告坷，
让我们闭上眼睛用上而这段歌词轻声地向神
祷告，好吗？）阿们。

自

通过上一 篇的学习，我们知道了神如何告
诉 一 些人写成 一 本书，就是圣经。神将圣经
赐给我们，使我们能通过圣经去TM袍，i,{

ifl斗也。神通过圣经向我们必者。圣经是一 本

奇妙的书！但神盼望我们更好地认识袍。袍

盼望我们认识到，＃也不仅是.ia/i(/7的神，也

是§f我们的天父。袍将袍的儿子日［I稣差逃到
地球上米。

当耶稣降生到地球上时，天上的众天使
欢喜歌唱。其中 一位 天使降临到地球上，他
告诉 一 些牧羊人可以在一个马棚里找到神的
儿子耶稣。那时，q11稣还是一个刚刚：H他的
婴孩．你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

耶稣降生到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巾。他们
常常被称作犹太人。q11稣长大后，非也走遍了
整个以色列国。袍向人们讲述神并宣扬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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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罔度。袍告诉人们神爱我们。耶稣走到
哪里，就把善事作到哪里。袍医治病人：袍

仪！瞎子重见光明；袍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们。
那些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的人， 1111稣；忧作为
他们的朋友。

有 一 天 ， 耶稣正在对袍的门徒讲述天

父，阶力对耶稣说： 「求主将天父.fflff;我们
肴。j

耶稣说：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
还不认识兹吗？人看见了菇，就是看见了天
J<.' ! J 

日11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袍是想告诉胁力，也告诉你和我，犹们

在夭上的这位父衬Ii£｛＃袍的儿子JfffJi－样。
是的，我们知道耶稣非常良善。袖也能

行伟大而奇妙的项 一一医治病人，使！院子看



见， 有时候甚至叫死人复活！耶稣作这些事 们 。 我们可以扬信这一 点， 因为耶稣说过：

就是要向我们显明J<.'il/i是何等地良善， 何等 药.!:j.x.
＇.厉汤一。

地伟大， 何等地奇妙。

关于lfll稣的这些故事都写在圣经中一 约翰福音 IO 30 

在圣经中的新约里。 因此， 阅读圣经仍然

是认识抑的战佳方式 。 通过原著神 所兹的 一 讨论话题：

ti]一一地球、 诸天、 及地上和空中的万物， 耶稣是怎样向我们显明神的良善的l呢？

我们也能了解料 。 但通过阅读神的好圣经来 袖如何告诉我们神怜悯那些病人l呢？

认识神是 一 种JJH的方式。 圣经上将种对很 抱如何告诉我们神爱那些罪人呢？

久以前的人说过的话告诉我们。 圣经还告诉 圣诞节最奇妙之处是什么呢？

我们耶稣所作的一 切奇妙的事 。 袍甚至为我

们而死！ 建议阅读经文：

当我们想到l!ll稣怎 样爱我们时， 我们 约翰福音14 : 8 10 

必须知道，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位同样地爱我

赞美诗：

!!JI稣向我们显明天父是何等地良善， 这

使我们满心欢喜。 我们要歌唱袍的慈爱：

天父的看顾是何等稳固， 何等甜美！

就像空气 一样， 四面环绕着我，

无论我往何处， 袍永远与我同在！

袍这样眷顾我。

噢， 亲爱的天父， 保守我常在 你的爱

中

从天上看顾你的孩子，
一 生路程中， 如若脚步闪失，

噢， 求称看顾我。

Es Ist Kein Tag 

穗告：

（我们来感谢神在耶稣里显明袍的爱，

好吗？）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称赐下耶稣。

耶稣很良善 。 袍的良善显明称 是何等良善。

帮助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称的儿子更好地认识

称 。 阿们。

11 



第
一

部分背诵经文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袍。

以赛亚书55 : 6 

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

出埃及记33 : 20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诗篇19 I 

耶和华啊！请说。 仆人敬听。

撒母耳记上3 9 

我将称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得罪称。

诗篇l19. 11 

我与父原为一。

约翰福音10 : 30 

12 



第二部分

神非常伟大



＠． 7) 

你是否则过自己像鸟一样插上翅膀白色自
由地飞翔l呢？如果你真的有翅膀，你是否想

一 直往上飞到天上去看所有的！U�呢？
即使你一 直不断地往上飞很多 天，你仍

不能看到所存的星星。因为天上的星星才多
了！有无数颗屋尾！

片，创造了所有的这些星星。每 一 颗星都
是非也造的。你所见到的每 一样东西也都是袍
造的。

很多年以前，以色列入就是神的子民。
地球上有很多民族，但神挑选了以色列人成
为自己特别的子民。神通过摩西对以色列人
说话。和1，赐予以色列入一个美丽的家阔，让
他们生活在其中。袍告诉他们，神是!!.i-x

二的抖，再没有别的神。因此，他们只能崇

拜这一位神。

住在以色列国周围的人们认为有很多
神一一一位创造众星的神， 一位创造月亮的
神，一 位住在海洋里的神。他们还用木头、

石头造一些偶像来当神敬拜。
有时，甚至抑自己的子民也会忘记神，

尽管他们知道神是何等地奇妙和美善。ft!Jlt7
也造出 一些偶像，并向这些偶像祈祷。

有一 天，神给他们差遣了一个名叫以赛
亚的先知l去告诉他们这样作是何等地愚蠢。
以赛亚说： 「I听着，我要让你们知道 自己
是何等愚蠢。一个人带着斧子到森林里去。

14 

他找到了 一 颗好树就把它砍下来。他又把这
树砍成很多块，然后用其中 一些 木块来生
火。j

「当他把火生起来了，他说： I噢，这
真是好温暖的火。I J 

「然后他又将这棵树上的一块木头带回
家。他将这块木头雕刻成一个人的样子，有
耳朵、眼睛、鼻子、嘴巴。他又往上面贴上
闪闪发光的金子。然后，他说： I看哪，我
给自己造了一位神！ J他觉跪下来敬拜这块
木头！ J 

「这个人是何等地总盔l啊！那块木头
府不到声音，它也若不见东西。它甚至 一 点
也不能动。那只是 一个偶像。它没有创造

天 地。它没有造出星星。它不能使雨降下
来。j

以赛亚告诉这些人只有一个真神。袍创

造了万物。只有袍是万物的芷若。一切都Z

俨袍，却也看顾自己所造的 一切。
我们看不见袍，因为袖是个灵。但袍是

那位能听到我们祷告的神。袖是一位＃罗筋
二寺的神。

讨论话题：

为什么说制造偶像当作神来敬拜是很愚蠢的
呢？
天地属于谁？



为什么万物都属于神呢？
为什么找们是属于抑的呢？

H墨西很久以前告诉神的选民说：
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她是神．

申命记4 39 

我等信靠惟一其料，
圣父 、 圣子和l圣灵 ，

非也是忠难中随时帮助，
天上众军赞主名 ，

天父本有大权能，
万物都赖袍造成。

褥告：

碍l主圣诗第250竹

建议阅读经文：
中命记6 : 4-7 

赞美诗：
一首赞美诗：

亲爱 的天父 ，我们 只有向你栋告，因
为称是独 一的真神 。 我们知道你听我们的祷
告。我们知道一 切在你手中 一一 小鸟 、 闪闪
发光的太阳 、 及我们自己。阿们。

＠． m 

神无处不在

干甲宏必衣在f 但她并衣是孤单 一 个人 ， 掰也在那里。
当我们环顾四周时 ， 我们看不到神。但 书｜！看到了她。中，，知道她的难处，也知逍她很

袍就在苏E，也在ff/1.!E. 神就在我们身J11, 伤心。神很爱她。
袍也在我们上面，在天上。在地球遥远的另 突然，旦旦听到了神在对她说话。神
一面，神也在那里。 说： rg旦，回到你的主母身边去。她要你

因为神就是颊，也因为神是个ft! ， 袍能 作 什么 ， 你就去作。我会看顾你。j

够厚F扩出现在所存119:fl.营万。神是非常非常伟 旦旦＃罗惊讶！她说： f我认为神不会
大的！ 在jzf/!看到我的。但袍确实看到了我！ J 

圣经中讲述一个名叫豆里的年轻女子的 旦旦很厚兴。她昕了神的话，回到自己
故事。她是一个奴隶，里且韭主的妻子监盐 的主母身边；树也看顾她。

是她的主母。有 一天 ， 因为她的主母待她不 旦旦知道村l看到了她 ， 这使她感到很高
好，又甲就从主母身边跑出去了 。 她跑得很 兴。她本来很伤心，以为只有她孤零零 一个
远，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 她认为没有人 人。但神对那都在看着她 。

爱她。她很难过。她在一口水井旁坐下来。 当我们想到神无处不在，想到神时刻看
她认为只有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呆在那里。 顾我们，想到我们永远不是孤独 一 入时，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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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该感到很幸福。 丰也时刻都在我们身边。

血你晚上上床睡觉时， 神就在那里。 房 全地之上， 没有任何一 个地方

间里可能 很黑， 但你不用害怕。 当你一 个人 在神的看顾之外，

走向学校时， 你也并非Xfl孤独 一人： 神也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 那里总有神在，

在那里。 袍与你一 路同行。 你知道神无处不 因为丰也是无处不在的神．

在， 难道不感到很若13吗？ （哥特兰岛古老曲调）

我们知道神总是无处不在， 就应该遭遇事

自己的言行。 德告：

当你在玩耍时， 神也在那里。 袍能看到 （让我们双手合十来向神说话）：

你所作的每一 件事。 袍能听到你所说的每一 噢， 神啊， 每想到柏：时刻与我们同在，

句话。 如果我们记住这一 点的话， 我们就应 并时刻着顾我们， 我们便满心欢喜。 求你帮

该谨慎自己的言行， 只说神喜悦的话， 只作 助我们牢记， 柏：就在我们身边。 阿们。

神喜悦的事。

想到神无处不在， 我们也应该充满了苏

啻．

在同 一时间， 你只能 在 一 个地方。 如果

你在家里， 你就不在学校。 如果你在这里，

在这间房子里， 你就不在房子外面。 但掰无

处不在。 抬头看看那广阔无边的天空， 抬头

看看到ll无数的星星， 再看看你周围的 一 切，

想 一 想： r fl!必都有神？神k必衣在！ J神

是多么的奇妙啊！

讨论话题：

神如何能无处不在呢？

知道和11总是无处不在， 为什么会使我们感到

很幸福呢？

神告诉我们袍是无处不在的神：

部和华说： 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95: 1-6 

赞美诗：

这是－首欢快的赞美诗：

耶利米书23 24 

神在高天作主， 没有人能比袍，

如此伟大， 如此圣洁， 如此崇高；

神的名是慈爱， 没有人能比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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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神无所不知

无论男女，小孩子长大后都要去上学。他 且里说： ［我将求伊告诉我国王作的是什么
们 上学 的目的是 去学知好。世上有那么多知 梦。J
识都需要学习1 但以理说： ［神知道 一 切隐秘的事，甚

但神从不去上学。神不需要去学知识， 至暗中的事却也知道，就是我们 的梦她也知
因为神无历衣勿。 道。j但以理祷告神，神就将国王所作的梦

神知道很多我们不可能知道 的事。袍知 告诉但以理。神一 直都知道国王作的是什么
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袍 给每颗星星都起一 梦。然后，但以理就将这个梦告诉国王。
个名字（袍按着名字来数点星星）。 神甚至知道得更£笠的每件事。我们都

神知道很多我们看不JlJ的事。袍知道大 会作计划。我们说： 「明天我要出去玩J或
树如何将它的根伸向地下，又如何将水分通 「明天我要去上学。J但我们并不能满如我
过树干送给每 一片小树叶。 们明天 要作什么。只存神确知明天、后天、

神知道屏厉1/:l所发生的一 切 事。谁也不 及明年……将要发生的事。
能躲避袍，即使是在最黑的夜晚也是如此。 丰申早信罗筋)t-。袍知道 一切殉葬。

神也知道我们，ρ里的一 切。袍知道我们
秽的是什么。袍知道 一 切的秘密。神知道 一 讨论话题：
t}]fl(;薯。 小孩子为什么要去上学呢？

圣经上给我们讲述了 一个伟大 的国王尼 神需要学知识吗？

布甲尼1散的故事。一天晚 上， 尼布甲尼撤作 神对你我知道多少呢？
了 一个奇怪的梦。当他醒来后 ，他想不起自
己作了什么梦。这使他很痛苦。 背诵经文：

这个国王就将全国的哲士（ 有智慧的 圣经有一 部分叫作诗篇。诗篇中的赞美

人）者fl叫到E目前来， 对他们说： 「告诉我， 诗是很久以前写成的。诗篇 139篇告诉我们神
我作了个什么梦！ J但这些人都不能告诉这 知道你和我的每 一个细节，诗篇 139篇 的作者
个国王他作的是什么梦。这!!I.，｛怎能知道国 向神说：
王的梦呢？于是，国王很生气。 主苦笠F，药店菜，/;fr1/J !!I!怨。

但以理也是这个 国王的 一个哲士。但 诗篇13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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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139 : l一 10

赞美诗：
我们也可以用JJ[l首诗篇来歌唱：

噢，主啊，我内心深处的意念，
称无处不在的眼睛却能看到：
无论我安歇何处，无论我奔向何方，我

的道路椅都知道。
Bingham 

德告：
我们来向丰111祷告。好吗？

噢，主啊，想到柏：无所不知，这是何等
奇妙的事！当我任性的时候，你能看到我的
心；当我努力去作好事的时候，柏：也在看着
我。亲爱的天父，求称帮助我在耶稣基科里
努力向普，因为＆ll稣这样地爱我！阿们。

阳山们川U

神州大了，我们永远也;:r,'ii! !If了解袍的
全部。我们不可能完全地认识神。

圣经中告诉我们神是必 －jf;二的。我们
知道只存一位神。但圣经中也告诉我们，神
有三个(Itti事，却是 一 位梯。这件事是我们不
能理解的。

圣经给我们讲述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
事。ft!Jft7就是抖的三个位格。

圣;f(、在天上。
耶稣是圣 王Z。耳ll稣曾作为 一个婴孩来到

这个地球。我们过圣诞节就是记念耶稣的降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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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灵从天上降临在耶稣身上。 耶稣受洗 耶稣受洗后 ， 圣父作了什么呢？

后 ， 圣灵就降在袍身上。 后 来 ， 圣灵再 一 次 耶稣受洗后， 圣灵作了什么呢？

从天上降下来住在那些相信耶稣的人心里。

有一个人名叫约翰， 他在约但河里给 很久以前， 一 位诗人写道：

人施洗。 人们都叫他施洗约翰。 有 一天，l!ll 弱°fftn.笋苏方才， 茨·:Jt.::t!!J奈。
稣 来到施洗约翰的跟前 。 耶稣想要受洗。 约 诗篇 145 : 3 

翰和耶稣 一 起下水， 约翰给耶稣施洗。 当 他
们从水里上来时 ， 生盟看到了 一 件奇妙的事 建议阅读经文：
惰。 一个看上去像鸽子 一样的东西从天上降 马太福音28 : 16-20 

下来。 它下来后正好停留在耶稣的头上。
那并不J草的是一个鸽子。 它是圣灵取了 赞美诗：

鸽子的形状。 有时我们在教堂里唱下面这首赞美诗，
与此同时，组鱼还听到一个声音。 这个 我们以它来赞美圣父 、 圣子、 圣灵：

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J那是圣父的 声 赞美真神 ， 万福之根 ，

音。 袍从天上发出话语。 世上万民赞美主恩，
就这样 ， 神将自己的三个位格都显明出 天使天军赞美主名，

来了： 圣子耶稣受了洗 ， 圣灵像鸽子一样降 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下来， 圣父从天上发出话语。 神的三个位格 赞美真是（《颂主圣歌》第l首）
都出现了 圣父、 圣子、 圣灵。 和11是何等奇

妙、 何等伟大啊！

现在 ， 当某人受洗时， 是奉圣父、 圣 德告：

子、 圣灵的名受洗， 因为神是三位 一 体 的 （当我们向神祷告时 ， 我们一 起来赞美

抖。 三位 一体的神， 好吗？）

圣父， 我们赞美称 ， 因为称无比伟大。

讨论话题： 耶稣， 我们感谢称来到世间作我们的救主。

神不止一 位吗？ 圣灵 ， 求称来住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成为神

圣子是谁呢？ 的儿子。 阿们。

19 



〈量 们门U们川U

神是圣洁的

以赛亚是神的 一个伟大脚。神常常对以 神是 一切献。任何有罪的东西都不能
圭亚说话。神让坠室里告诉袍的选民将有一 Jti!i袍 它们都会被袍圣洁的光烧掉。
位奇妙的救主要来。 噢，神的圣洁的含义简直是我们无法想

有一天，神在异象中对坠主里说话。异 像的。天使和撒拉弗看到神的圣洁，便日夜
象是 一种像梦 一 样的经历。在那个异象中， 不住地赞美神。他们歌唱神，事奉神。天使
且主里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袍的衣裳 也是圣洁的，他们不犯罪。但神的圣洁z.lii
垂下，遮满圣殿。神的上面有llltt第侍立。
撒拉弗是闪光的天便。

以赛亚看到每个撤拉弗都有六个翅膀。
他用两个翅膀遮脸，用两个翅膀遮脚，两个
翅膀飞翔。

那些撒拉弗彼此呼喊， 一个说． 「歪
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袍的荣光
ft；）李三舍Jtj I J然后另 一个回答说： 「圣jff I 

圣裁1圣革rf I 

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时很�仰。这个异
象告诉他神是圣J茸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是圣J茸的，这句话是
什么意思呢？

你还记得摩西的故事吗？就是神只让摩
西看见袍一店，在荣耀，后来摩西的脸面就像
太阳 一 样发光。这种闪烁的光芒是神的圣洁

的一 部分。

但神的圣洁远衣只君这种闪烁的光芒。
神是，jf；，茸的。神功｛平τ!I!』贺。神作事总是必..It
的。神是一切光明与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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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天使的圣洁。这正是撤拉弗要将他们的脸 背诩劲文：
和脚遮盖起来的原因。这也是他们称神为万 我们来学习撤拉弗所唱的歌，好吗？
军之耶和华神的原因 。 ！.歪�！ £�！至走f万军z11un笋，

如果 一 切有罪的都不能靠近神，身衍又 it/!$（／.震茄茄湾全必f J 

如何能靠近袍呢？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罪有多 以赛亚书6 3 

深，想到神是何等伟大与圣洁时 ， 我们根本
不放靠近池。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神是何等地 建议阅读经文 ：

圣洁 ， 我们甚至不

敢

向袍衍葬。 诗篇99篇
但神l#M我们靠近袍。噢，袍何等地爱

我们！袍告诉以赛亚不要害怕。袍告诉titfi7 
不要害怕。但袖也在圣经中告诉我们只能若 赞美诗：
ll/f!;f$（］$靠近袖 。 11/lH�王若彤。你知道耶 圣哉，圣哉 ， 圣哉！全权的神明！

稣就是神。但耶稣将小孩子，就是有罪的小 清晨我众歌声，穿云上达至尊：

孩子 ， 搂在袍的怀里。耶稣想将他们带到父 圣哉，圣哉，圣哉！慈悲与全能，

神面前。乡元，只要我们奉耶稣的名就可以 荣耀与赞美 ， 归三一 妙身。

来到神的面前 ， 因为耶稣的ft带走了我们的 圣哉三一歌叫赞美诗〈新编）’第l首）

罪 ， J苦挣了我们。因此 ， 我们这位无比圣J芽’
的神也让我们可以来到袍的面前。 祷告：

噢 ， 圣洁的主神，称是何等地伟大！天

讨论话题： 使歌唱称，山岭在称面前颤抖，我们更当高

有罪的人如何才能靠近神呢？ 声颂赞称1噢，我们感谢称让我们可以奉耶

为什么我们要奉耶稣的名祷告呢？ 稣的名坦然无惧地来到栋的面前。求你赦免

我如何知道自己是有翠的呢？ 我们一 切的罪 ， 使我们也成为圣洁。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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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甲尼撒是 一位大能的国王。他有很
多仆人；他吩咐他的仆人作什么 ， 他们总是
服从他。尼布甲尼撤也有 一 支很大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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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士兵都很勇敢，很强壮。他派他们去哪

里，他们就去哪里。

尼布甲尼撒将他的军队派到周围的很多

国家去，使所有 这些国家都成了他王国的一

部分。他成了一位＃矿伟大的国王。

然后，尼布甲尼撒又建造了 一 座美丽的

城市。他给这座城市起名叫巴比伦。这座城

里有很多的宫殿和花园。以前从未有过这么

美妙的城市，到处都是洁白的石头和闪光的

金子。

有 一天，尼布甲尼撒王走到自己美丽的

宫殿里。他很骄傲，很高兴。他看着这座美

丽的巴比伦城说 「我是多么伟大的一 个国

王啊！我建造了这座美丽的城市。兹的权能

为我赢得了这个伟大的王国。J

但突然他听到 一 个来自天上的声音，那

声音说： 「噢，尼布甲尼撤王，你的国位著

茅你了！ 这国位已从你身上拿走了。你的仆

人将从宫殿中把你赶出去。你必住在野地，

像.ff§一样……J

后来的事情确实如此，尼布甲尼撤这个

伟大的国王被赶出了他的宫殿。很长 一 段时

间里，他像.ff入一样住在田野里。

但有 一天当尼布甲尼撤走在田野中时，

他举目望天思想神。然后，他开始劳美神。

他说： 「神是统管一 切的王。在天上和l地上

袍都凭fJa fl(; /!ft，�行事。j

尼布甲尼撤终于知道fJ a很渺小，而和fl

是非常伟大的。

从那以后，神又将国位还给尼布甲尼

撤。

尼布甲尼撤是很有权能的伟大国王，但

在秽的面前他却很渺小。神是垂在的。神创

造天地：袍只需要说一 句话就造出了天地！

一切都在神的手里。袍引导并统管世上历痒

的君王和所有的国王，袖也统管诸夭。却是

万民之王，万物之王，我们仅仅是袍所造的

很小的一个个人。

尼布甲尼撒终于认识到了这－ 点，他说：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但以理书4 35 

神是如此的大能和伟大，我们和袍相比就如

同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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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阅读经文：

但以理书4 . 34, 35 

赞美诗：
赞美上主，全能神明，宇宙万有君王：

我灵颂主，因主永远是你救赎、健康；

兄弟姊妹，都来靠近主胸怀，

欢然向主恭敬赞扬。
赞美上主歌｛《赞美诗（新编）》第19篇）

褥告：

伟 大 全 能的神，你的伟大我们无法测

度。而我们是如此渺小！因着称对我们的爱

和眷顾，我们感谢称。求柏：帮助我们永不骄

傲。帮助我们牢记称是统治万有的主，我们

所有的一 切都属于称。这样，我们就会永远

地赞美称。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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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且巳们川U

神是信实的

你向人作过承诺吗？你承诺的事后后兑
现吗？或许你曾在妈妈 面前许诺耍作个好
孩子。但要一 直作个好孩子嘉活啊。如果你
/fl存一 直作个好孩子，你就违背了自己的诺
言，对吗？

人们常常会莲'If诺言。有时候他们会忘
记自己的诺言。有时候他们许下诺言是宏法

兑现的。
神M菜平τ违背诺言。神决不会许下诺言

却无法兑现。神也决不会，：I!Jic自己的诺言。
抑的应许都是矿蠢的。神是信实的。

圣经上告诉我们，神曾在很多年以前应
许自己的选民以色列入，要将他们带进 一个
新的家园。那是一片美丽的土地，有房屋和
农场，有美丽的花园与公园，还有各种各样
的好食物。

但那地方离得很远。要经过 一 片大沙
漠。此外，那里还有敌人，就是那些不好让
以色列人占有那片土地的人。这些人派出军

队来和以色列人争战。

看起来神似乎无法兑现自己的应许了。
但神的选民在沙漠中时，神看顾他们。

神赐给他们充足的食物，给他们引路；当他
们必须争战时，神就帮助他们。他们终于使
到那地了。他们已经者Ft/那地，就在约但河

的对面。

但约但？可又JI!'又J雾。？可上没有桥。并非

所有的人都能游泳 小孩子、小羊羔，还有
很多儿都不会游泳。噢，真糟糕！看起来他
们还是永远也到衣了那里，也没有办法造出
一 条船来装下所有的人。这时，他们的领导
人约书亚对他们说： 「准备好过约但河。神
会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来实现袍的应许。j

那天早晨，他们一 切准备就绪。约书亚
让祭司走在最前面。他们抬着约柜。约柜是
一个漂亮的盒子，里里外外都用金子包着。
约柜是 一个标志，表示神与他们的选民同
在。

祭司出发了。他们不久就到了河水边。
他们篇λ河水，突然，约但河就Ji:(E了。祭
司 一侧的河水很快流若了，另 一仰是河的上
游，河水垒起了高高的水墙。神不让河水流
到这些祭司所站的地方。没过多久，祭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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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那地就子了。就在河水流过的地方出现 JJ/JB苏litft7119 £ fir JI; 119. 
了一条旱厉。 希伯来书JO 23 

祭司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去。他们在词中 建议阅读经文：
间站住，让所有其他人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约书亚记21 : 43 45 
等 人 们都到了对岸 时，祭司最后也走向对
岸。 赞美诗：

就 这样 ， 神 让自己历痒的百姓都过了
约但河。后来发生了什么？当百姓们回过头
去观看时，他们看到河水又汹涌而下。组旦
河又成了又宽又深的问！神兑现了自己的应
许！神将他们带进了这片新的国土，有很多
农场 、 公园和花园。神从住在那里的恶人手
里夺去那片土地，赐给爱袍的人们。

讨论话题：
树l要实现对百姓的应许会很难吗？
神对我们有什么应许呢？
“信实 ” 是什么意思呢？

这首赞美诗提醒我们不要惧怕，因为神

是信实的：
噢，神啊，称是信实的神，
称是涌流不息的泉源，
除柏：以外，一切都是虚空；
各样的美物都是柏：所赐。
神啊，赐给我健康的体格，
使我的里面常存无亏的良心，
保守我的心不受罪的苦害。

0 Gott, Du Frommer Gott 

椅告：

背诵经文： 天父，知道称是全能信实的神，并永远
神的应许都会实现，甚至当我们认为池 不违背自己的应许，我们何等喜乐。称给我

无法实现时，袍也会实现袍的应许： 们的应许是何等地奇妙！阿们。

Aq
 
们门U

神有很多名字

无论男女，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名字。我有
一个名字。你也有一个名字。

如果有人问： 「你是谁？ J你会把你的

名字告诉他（或她）。你的名字就说明了你

是谁。

当妈妈叫你，对你说话，或谈论你时，
都要用到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就代表着你。
如果妈妈叫望主的名字，�就不必回答。
如果妈妈叫玛丽的名字，汤米就不必回答。

掰8名字告诉我们得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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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神有很多名字。 有时我们称袖为「天
上的父j ， 有时候我们称袍「全能者J . 祷
告时 ， 我们有时候说： 「亲 爱的耶稣J或

我们才能用袍的名字。 神的名字是圣」芽的，
因为伊是圣洁的。

「亲爱的主J 讨论话题：
为什么摩西怕去帮助神的百姓呢？圣经上给我们讲述了有关神的 一个步矿

美妙的名字。
很久以前， 神对 一 个名叫摩西的人说

话。 摩西想要帮助自己的同胞， 因为他们
在埃及受苦。 但埃及的国王法老对摩西很生
气 ， 摩西不得不逃离埃及。 然后 ， 有 一 天，
当摩西正在牧羊时 ， 他看到一 丛荆棘着火
了。 荆棘不断地燃烧 ， 却没有烧毁。 这时 ，

神的名字如何帮助摩西使他不害怕呢？

为什么耶稣的名字是最好的名字呢？

先知但以理曾说：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

远．
但以理书2 20 

品，从烧着的荆棘中对摩西说话。

神吩咐庭里去主主帮助袍的选民。 袍对 建议阅读经文·
壁直说： 「去将我的百姓领出望星。J 出埃及记3: 1-4, 10-14 

但摩西很llltfl回到埃及去。 他害怕法
老。 他说： 「如果他们问我是谁差迫我去 赞美诗：
的， 我对他们该怎么说呢？ J 这是一首歌颂神的名的赞美诗：

和11 对庄里说· 「告诉他们 ， 那位S存放 恳求圣父来临，
存的差遣你去。 j神说： ［我的名字就叫9 助我赞美主名，
存放存（耶和华）。j 敬献心声！

神的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奇特呢？ 惟主无上尊荣 ，

正是这个名字告诉我们有关抑的 一 些其 惟主完全得胜，
理。 后幸存放存（耶和华）意味着： 「 我从 来 求主统治我们
没有 一个开头； 我一 直都存在着： 我不会改 万亩之神！
变； 我永远都是一 样的。J S存放存（耶和 三一来临歌川赞美诗（新编川第2首〉
华）这个名字告诉我们， 神是放症的，丰1jl7j\'

.iii都是 一 样的， 神是盖章芽的， 永不改变， 永 祷告：
远信守袍的应许。 （当我们向神祷告时， 我们向袖呼求 ，

于中还有 一个彦奇妙的名字叫耶稣。 这是 袖就听我们的呼求。 我们现在向袍祷告， 好
超乎万名之上的 一个名字。 圣经上说， 将来 吗？）
有 一 天万膝都要跪拜耶稣这个名字。 !l/11'名 噢， 神啊 ，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能够
字告诉我们， 抱是我们的发兰。 呼叫称的名字是何等地喜悦。 我们知道你听

神的伟大告诉我们必须慎用神的名字。 我们的祷告。 亲爱的主 ， 求称赐福我们， 帮
只有当我们向袍说话 ， 或当我们谈论神时 ， 助我们荣耀称圣洁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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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背诵经文

天上地下惟有耶和华袍是神。

申命记4 39 

耶和华说： 我岂不充满天地吗？

耶利米斗123 . 24 

我坐下 ， 我起来， 称都晓得。

诗篇139 2 

耶和华本为大， 该受大赞美。

诗篇145 . 3 

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袍的荣光充满全地！

以赛亚节6 3 

世上所有的居民， 都算为虚无。

但以理 1'14 35 

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希伯来H10 23 

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

但以J!I! 1'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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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所造的万物都是好的

你今天有没有看到非常奇妙的东西呢？
如果你认真观看周围的 一 切，你 一 定会

看到 一些奇妙的东西。我们四周有很多很多
奇妙的东西。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又大又囚的
世界就很奇妙。我们头顶上广阔无边的蓝天
也很奇妙。

有时候，朵朵白云会像美丽的帆船 一 样
漂游在蓝天中。这些云也很奇妙。它们由许
多细小的水珠构成，这些水珠在风中飘游。

晚上，成千上万颗美丽的星星在高高的
天上闪闪发光。

我们周围有各种各样美丽的花和树木，
有各种漂亮的蝴蝶；有各种蚂蚁，这些蚂蚁
有的能堆出一 座蚁山，有的能在地的深处安
家；有生活在森林中的各种猛兽、兔子、松
鼠、花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这些鸟又能

唱歌，又会飞，还能筑很奇妙的巢呢。

噢，这个世界多么梦乡！
这个世界及所有这些奇妙的东西都是怎

么来的呢。
我们知道它们是怎么来的。我们从圣经

上知道这一切都'N: /Ill §rJ :ia $(J。 「起初j，就
是很久以前，神创造了这一切。

在那个起初之虏，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没有天空，没有这个又大又圆 的肚界，没有
云，没有树，没有鸟，没有花，也没有人。

29 

但那时有衔。你知道神是库存放存的。
袍 －J!i都存在。有一天，袍开始创造我们所
见的这些奇妙的东西。

首先，神造出天和地，就是我们上面的
天空和我们生活的这个又大又圆的世界。

但那时天空是漆黑 一 片，这个也；界也是
漆黑 一片。

然后，神说： 「要存｝［； ! J就存7光。
丰中ii若光．袍为世界造出光来， 好让我

们可以认识必，好让我们可以看到并享受神
将要创造的奇妙的万物。

袍造出海洋、湖泊和河流。袍将一些水
送上天空，变成云。

袍造出大山与小山 。袍造出各种树木
和花草。袍造Iii小鸟和大象。神只要说一 句
话，它们就有了。

抖！所造的一切都＃后‘反F。神是非常伟大
的！

讨论话题：
我们从哪里知道谁创造万物呢？

神如何使各样东西从无变成有呢？

圣经开头的第 一句话说：
起初/Ill创造天地．

创世纪I: I 



建议阅读经文：
创世纪 1 : 20-25 

赞美诗：
每 一 朵绽放的小花，
每 一只歌唱的小鸟，
抖！给它们染七绚丽的颜色，
书1，给他们插上小小的翅膀。
一切鲜艳、关丽的东西，
所有大大小小的生物，

灵巧而又奇妙的万物，
一切都是耶和华伸所造的。

Roya I Oak 

梅告：
（我们现在一起向那位伟大的神祷告，

好l吗？）

l唤，神啊，找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
你选山这 一切奇妙的东问。我们也感谢你赐
给我们这本圣经，并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你
创i在万物时只需说一句话就都有了。阿们。

TIIB 

也球上有很多很多人。有男人、女人、男
孩、.！i:£衷。有［红皮肤，黄皮肤，黑皮肤，
白皮肤j的人。这些人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都是异，所造的。
远在创世之初，当神造出了这个美丽

的地球后，神造出一 俨男人。那个人是书1，用

地上的尘土造的。神给他 一个奇妙的身体，

有胳膊和腿。神又给他 一个奇妙的头，有LI良
i町、耳朵、嘴巴和l鼻子。神给他 一 颗跳动的

心，和 一个会思考的头脑。然后，神对这个人
1/t T-O守，使他成为 一个劳ft!$9；，彦儿。神
给人 一个能永远活在f的灵魂。就这样，神照
在f/!!fc的形像造出了人。人与动物是大不相
同。

神给那人起名叫亚习。
神也造出一个发儿。神使亚当沉睡。当

亚当沉睡时，书1，从他的J的旁取出一 根）伪 ’j'j-'

30 

并用它造成 一个女人。
亚气醒来后，书1，把这个美丽、年轻的东

人给他作妥子。亚当给她起了 一个名字叫I
窟。就这样，地球上有了两个幸福的人，而

且是没有任何罪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美丽

的花园里，有树、何花，还有温顺的动物。

噢，一切都是那么奇妙，那五美好。

丰I�选出亚当平n�娃，好让他们笠Jl "If 
I。书t1.i{U要他们生养众多，好使整个地球k
到处都是爱袍、感谢赞美袍的人们．

没过多久，亚当和；反娃真，存7//1痰。世
界k所生的第 一个小孩是 一个男核。亚当和
立娃非常喜欢这个奇妙的小孩。他们给他起
名叫该隐。

亚当 和夏娃又生了很多小孩，有男孩，
钉J,r.孩．

这些男孩 和支孩慢慢长大。然后，您



W也约婚生小孩。 很快， 地球上就有了很多 建议阅读经文：
人。 创世纪1 : 26-28, 2 : 7, 8 

所＃宇生下来的小孩都是非11所造的。 今天
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是韭圭和互监的后 赞美诗：
代。 里主是人类的第 一 位父亲，星星是人类 这里是一首赞美诗：
的第 一位lfJ:亲。 颂赞七帝功德无边，

我们知道这 一 切都是真的， 冈为圣经上 创造大地消天 ；

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冈山峻岭， 江河湖泊， 皆随神意安排 ；

干111所造的万物中， 人是IH1�的， 囚为 袍造日月， 汹地亮光，
神是！盯着／！！B的形像选人。 袍给人 一 个健全 众生量高照辉煌 ；

的心智可以学习并理解地球上的万事万物。 未见上帝， 只见天象，
人甚至还可以认识翔。 神所造的第 一 个男人 就知有主在上。
和］第 一 个女人都是纯洁的， 在他们心里没有 颂J，化功歌川赞美诗（新编）》 m12u)

一点罪。 神也让人？？f!l一 切的植物和动物。
在丰，11所造的一切生物中， 惟有人II』雪景。

讨论语画：
你还记得神用什么遥亚当的吗？
神怎样使亚当成为一 个有灵的活人呢？
人和动物有什么不同l呢？

圣经上说：
柿照着自己的形像运人。

创世纪 l 27 

梅告：
（我们现在向创造我们的伟大造物主祷

告， 好吗？）

天父， 我们属于你， 因为称创造了我
们。 伟大的造物主， 我们感谢称赐给我们如
此奇妙的身体， 赐给我们健全的心智得以认
识称， 并赐给我们 一 个可以洒到永远的灵
魂。 求称帮助我们为你而活。 阿们，

TILl 

神造万物
为的是荣耀自己

干申 ;l;ff五要造我们1呢？ 书，，造我们是因为袍乐意这样作。 袍造
和｜！造我们并衣若因为袍感到j孤独。 神从 我们为的是荣耀自己。 袍造美丽的地球让人

来不感到孤独。 们一一就是II袍自己一样的人们一一生活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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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袍想让所有的人都幸福地生活并JI美8 凶猛的狮子、 啪嗒啪嗒落下的雨滴和悠悠飘

ill袍， 冈为袍是非常伟大， 非常良善的。 下的洁白、 柔软的雪花一－18"一 切都向我们

神所造的 一 切都很奇妙， 很美好 。 起 显明神是何等地箩彤。 因此， 它们都在赞美

初， 书11所造的一切都赞美袖。 神。 这就是神造这一 切的原因， 为的是让它

万物是jpfii!赞美神的呢？ 们都来，美袍。

万 物通过影E神的大能， 泼泼神的伟 当我们看到神所造的一 切， 并说－ 「丰jg

大， 并以神为乐、 努力向善来赞美神。 E 一 位何等伟大的神！ J时， lU/7就在赞美

当天上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时， 它们是 神。 我们对神说： 「称其伟大！ J我们对神

在赞美抖。 异，将它们高举在天空。 它们E厉 的颂赞远胜于动物、 花草和星星， 我们能以

神是何等伟大。 ;,,q袍并§f袍。 我们观看神所造的一 切， 就会

太阳和l月亮告诉我们， 袍是 一 位光明、 由衷地歌唱： ［神啊， 称其伟大！ J 

荣耀、 至高、 圣洁的神。 当我们向神liPG时， 我们是在赞美袍．

百鸟歌唱袍。 它们告诉我们， 袖是一 位 当孜们因着她为我们所造的一 切美好的

赐人喜乐、 幸福的神。 鸟妈妈细心看顾自己 东西Sill袍时， 当我们以神所赐给我们的各

的孩子， 它们借此向我们显明神是如何看顾 种美物为庆时， 我们是在赞美袍。

主苦fl7的。 当我们向丰ir，苦乡时， 当我们对神必我们

风猛烈地刮起来， 大海的波浪高高地掀 爱袍， 需要袍时， 我们是在赞美袍。

起来， 它们告诉我们神是二幸存疲力的。 当我们ltfM神的命令， 行袍的旨意时，

树木花草， 蝴蝶蚂蚁， 高大的长颈鹿和 我们也是在赞美非jg.

32 

我们对神的赞美永远也衣，多， 因为丰也

是jpJit的伟大与良善。

讨论话筒：

鸟儿如何赞美神呢？

花儿如何赞美神呢？

为什么我们能最好地赞美神呢？

圣经呼召 一切受适之物都来赞美神·

愿天和地， ……都赞美她．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l 50f,/; 

赞美诗：

诗篇69 : 34 

我们一起唱这首赞美诗来赞美神， 好吗？

这是天父世界，

小鸟展翅飞鸣，

清屁1闪亮， 好花美丽，



证明天理精神。 掷告：
这是天父世界， 我们也应该用祷告来赞美袍：
袍爱普及万千， 亲爱的天父，称所造的 一 切都在述说称
风吹之草，将袍表现， 的伟大，他们赞美称。我们也想赞美称，求
天父充满世间。 称将欢乐的歌放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向你歌

天父世界歌（ （赞美诗｛新编〉’第27的） H昌。F可｛门。

γv v醉

神所作的总是最好的

mω
 

们川U

我们已经知道附非常伟大的。袍始
后的，在袍；：£痒难成的事。凡事都在袍的手
中。

有时人们会说： 「既然神是那么伟大，
为什么袍还让我生病，让我悲伤呢？为什么
还有患难临到呢？J 

即使在我们生病、悲伤，或当 ！.！.�难l临到
时，我们必须相信神是爱我们的，袍所作的
对我们总是结好的。尽管有些事看上去对我
们并不是最好的，但伊知道什么对我们最有
益处，而jg正是神为我们所作的。

圣经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可怜的母亲的

故事。她住在埃及，不得不将自己的小婴孩

扔进尼罗河里：因为可恶的法老王制定了一

项法律，规定以色列人所生的小男孩都必须
扔进河里淹死。

这位母亲非常疼爱她的小男孩，她不
您把孩子扔进河里。噢，这是多么残忍的事
情！但她不敢保留他。 I唤，神为什么允许这
个国王制定这样的法律呢？

有 一 天，这个孩子的母亲作了 一个小
篮子．他非常细心地用芦苇把篮子编成 一

只小船的样子，并确保它不会进水。她将孩
子放进篮子，带到河边去。孩子的姐姐米利
暗也跟着 一 起去。这位母亲把篮子放在芦苇
丛中，好使它不会随河水漂走。她知道公主

（国王的女儿）会到这里来。
「现在你仔细观察1，她对孩子的姐

姐说： 「看公主见到篮子里的小孩会怎么

样。J

血公主来到河里洗澡时，正好看到了这
个篮子。她让一个使女去把篮子拿上来。

这位使女把篮子拿到公主面前。公主打

开篮子，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这 时，

孩子哭了起来。
公主可怜这个孩子。她没有把孩子扔进

河里去淹死：相反，她让米利暗给她找一个
人来照着这孩子。米利暗就跑去把王蒙古�#.I.I#
.I#找来了。那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谁能比
她更精心地照看这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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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 这位母亲多高兴啊1她的孩子波哥

淹死！现在她也不必再把孩子扔进间里， !xi

为纣若说过她可以留着他， 至少可以留上儿

年。

公主给这位孩子起名叫摩西。

摩西长大后， 公主认他作Sa的儿子，

他可以住在王宫里。 他学到了埃及人的所有

智慧。 他不像向己的弟兄那样作奴隶， 而是

成了一个很伟大， 很有智慧的人。

然后， 掰l呼召摩西。 神用摩西将自己的

百姓以色列人领出埃及。 摩西因为进过埃及

的学校， 并在那里学到各种的知识， 成为一

个很有智怠的人， 因此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领

袖来带领神的自姓。

就这样， 这位母亲的所有难处；战后都变

成了最好的结果 一－对她是最好的， 对这个

孩子是最好的， 对神的百姓也是放好的。 神

所作的，＆Ni民好的。

有时候， 神所作的事会使我们惧怕 、 悲

伤、 或忧虑， 有时候袖容许坏人作，苦，。 但

这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袍自己的百姓得Jl;tp(J

S必。 我们必须ID／$这 － 点。 我们必须信，

袍。

讨论话题：

血神让我们遭遇怠难H才， 是否意咪,a袍不爱

我们昵？

当和t1让我们i旦遇忠难时， 我们必须作什么

呢？

那位公主给那个在篮子里的婴孩起的名字叫

什么呢？

圣经上说：

万世之主躏 稼的道途义载！城哉！

启示录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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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青27 : 27-31 

赞美诗：

书Jl所命定的尽都良善；

袍的旨意永远圣洁。

袍引导我一 生的路，

我要谦卑地跟随袍。

在一切的缺乏巾，

我的神知道如何荫敲我；

因此， 我要凡事顺服袍。

褥告：

Was Gott Tut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深信， 在柏：

一切都是良善， 伪：所作的总是最好的。 求你

帮助我们即使当患难｜临到时也能信华称， 并

以称为乐。 阿们。



第三部分背诵经文

起初丰ljl创造天地。

创世纪I' I 

丰申照着自己的形像选人。

创世纪l 27 

愿天和地， …… 都赞美袍。

诗篇69 : 34 

万世之王啊， 你的道途义载！诚哉！

启示录1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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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罪败坏了这个世界



m田们川U

罪是如何进入这个世界的

在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初，袍阳的一 切都 槽里圭和里，神也希望旦和里
是何等美好！最初的人是何等幸福！但现在 爱袍。神盼望他们用行动向袍表明他们确实
的很多东西已不再是那么美好了。人们也常 爱袍。因此，袍对亚当和支娃说： 「一 切的
常感到衣愉快。 果子，你们可以随便吃。但园中有 一棵树上

世间有疾病，有忧伤：有仇恨，有愤 的果子，你们衣可以吃。j只要听神的话，
怒；有自私的人，有邪恶的人。世上也有争 不去碰那棵树上的果子，就可以�/JI!他们是
斗。 爱神的．神还说： 「如果你们应去吃那棵树

这是怎么问事呢 ？到底发笠了什么事 上的果子，你们必定会疙！ J 

↑击，使这个本来美好的世界，使这些本来非 撒但听到了神所说的这 一 切。然后，他
常幸福的人变成这样呢？ 就走过去对夏娃说话。他对夏娃说： 「即使

是因为军进入了世界。罪jfj坏了和1，所创 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也不 一 定死。相反，
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 你会变得与辩一样，能分辨if,¥,. J 

罪是如何进入神所造的这个美好世界的 夏娃昕从了撤但的话，却荒草了他。她看
呢？圣经中把这一切告诉了我们。 �丑fl棵树，心想，那树上的果子看上去很好

神有一个敌人，一 个才敌人－一撒但。 吃。她又想起了撤但说的话一一吃了这果子
撤但是 一 个邪恶的天使。他使神，他也 会变得与神一样。她忘记了自己本来就，神

想让所有的人都恨神。他制造班主言，甚至制 一样；因为神就是照着t!t Bf/9/i彦然造的亚当
选有关神的谎言。 和夏娃，使他们又美丽又良善．夏娃忘记了

撒但看着丰1j1造出这个美丽的地球，乃繁 这 一 切。她心想，若自己吃了那果子，一 定

星似锦的诸夭。他看着树造出亚当和夏娃。 会变得更加美丽。
他看到亚当和夏娃是神所造的 一 切中最奇妙 然后，她摘下 一些果子后了。她吃了神
的。他就对自己说： 「我要让亚当和豆娃像 吩咐她衣可吃的那果子。她把 一些果子给亚
药 一样恨神。我要使他们背叛神，并借此来 当，亚当也吃了这果子。就这样，亚当耳11�
败坏神兰秽的美妙创造。j 娃作了撒但想要他们作的cJJ。他们作了他们

神已将 → 个美丽的花园赐给亚当丰fl� 自己想作的事，而不是伊想要他们作的事。
娃，让他们生活在其中。园中有各种各样的 亚当和夏娃菠萝了神，他们成了罪人。
花草树木，有很多会唱歌的鸟，足有各种各 他们不但没有变得像神，反而变得像撤但一

样美昧的水果。 样。他们不再爱神，而开始惧怕神，甚至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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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赞美诗：

噢， 那是 一 个多么悲伤 的日子！里主 在亚当里 ， 我们都成了

和互笙心里的 一 切喜乐与幸福都离他们而去 一 个背逆的人：
了。 人类 一 切的衣若和一 切的邪恶也从那一

我们都躲避那个傍晚的呼唤，
天开始滋生。 那个寻找我们的慈爱的呼唤。

Ill＆高兴了： 亚当和夏娃很悲伤 ， 丰rp也

很伤心。

讨论话题：

撤但是谁呢？

什么是罪呢？

亚当和�娃真的爱神吗？

圣经上说－

违背律法就是罪．

建议阅读经文：

创世纪3 : 1 6 

约翰－ 1吕3 4 

噢， 主啊， 当我们不爱称时，

称仍深爱我们， 并拯救我们 ，

构是人类伟大的牧者 ，

l唤， 求柏：听我们的呼求。
The Saint ’ s Delight (Sou Lhern Harmony) 

褥告：

伟大而圣洁的神 ， 我们满心羞愧地低下

头。 亚当和；夏娃违背了称， 我们现在也常常

违背称． 噢， 神啊 ， 赦免我们 ， 使我们能再
一 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心愿爱称， 并幸福

快乐地洒在称的里面。 阿们。

2田
γV .－阶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
发生了什么事呢？

、， ？

／＼于园中的那棵树， 你还记得神对亚当和

夏娃说过什么吗？你还记得， 如果他们吃那

个树上的果子 ， 神说过会怎么样呢？神说：

［你们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那日， 你们必

定会f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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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 天， 亚当和豆娃ffT.匈？

他们的顾身在那天并没有死． 他们带着

肉身又活了很多年。 但他们在那一 天经历了

另－/IP形式的死亡。

他们与神崩绍了。



要想过幸福、 快乐的生活， 找们必须活 神告诉亚当和夏娃， 现在必有痛苦和l疾
在神的JEiili。 过着与和1，隔绝， 或远离神的生 病来到。 袍告诉他们， 经过一 段时间后， 他
活是很可怕。 亚当和夏娃犯罪后的生活正是 们的身体必会死去。 神将他们赶出了那个美
这样。 丽的花园。 他们已经没有好茄再生活在那里

以前， 和1，常常来到同子里。 神常与亚当 了。 那园子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有罪的
和1夏娃一起走路， 一起谈话。 人不能生活在其中。 神告诉他们， 从现在开

就在他们吃了神吩l咐他们歹，w吃的那果 始， 他们必须弱者芳伊才4得以糊口。 神也不

子之后， 亚当和豆娃就开始贺掰神。 他们感 再像以前那样？币’到园子里与他们同行， 与他
到羞掰。 他们逃离神， 并试图躲避神。 他们 们谈话了。
竟想避开神让袍J.11.不到他们。 但谁也不能躲 从亚当和豆娃犯罪的那天开始， 就出现
避神。 了很多痛苦的事怕。JU，，秽的是： 他们与神

过了 一 会儿， 神来到园子里． 袍呼唤亚 !,J;i弯了， 并且由f'ffl神。
当： 「、应当， 你在哪里？ J 从那 一天开始， 人们就一 直惧怕神。 当

亚当Jilin他不能躲避神。 冈神能看到 一 我们想到神是完全圣洁的， 而我们却有罪的

切。 亚当从藏身处走出来。 他对神说他感到 时候， 孜们就会悄平，f!llf地感到惧怕。
害怕。 但就在同 一天， 神也应许亚当和JJ.娃，

神说． 「你作了什么呢？ J 将来必存 一天， 一 切都会再次变得美丽如
亚当只好把他们所作的事乡派神。 l唤， 初J。 神应许要赐给他们一 位发主， 袍要除去

他好羞愧，jf�'ffl! 人的罪， 使人们重新回到神的身边， 这样他
神是完全圣洁的。 在袍没有 一 点罪。 们就衣必再惧怕丰，1，了。

斗在使我们成为衣二fiii
’的人。 罪也使我们远离 神仍 1n非常地爱我们。

神， 如果孜们不圣洁， 就歹，Hf靠近神。
亚当和夏娃Jilin他们犯了：悖。 他们ill背

了神。 这正是他们感到须仰的原因。 他们知 讨论话题：

近神是2旺洁的。 他们也知道， 因右’自己所犯 韭圭和旦笙为什么惧怕神l呢？

的罪， 必然会受到/gftf。 他们犯罪后想作什么呢？
你知道从他们犯罪的那天开始， 他们在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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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死去了呢？

你能说出从那以后所发生的其它儿件痛苦的

事情呢？

背诵经文：
下面是圣经中的一 节经文， 它告诉我们为什
么有时我们会惧怕神：

你们的罪恶使袍掩商不听你们．

建议阅读经文：
创世纪3: 7-10 

以赛亚书59 : 2 



赞美诗：

这里有一 首赞美诗：
我们边离称，失去你时，
我们也失去了自己的兄弟：
各人偏行己路：
各人杀害兄弟。
但称的大爱依然把我们寻找．
并赐下称的独生子 ，

好让我们得听牧人的声音，

＠． 

并让 一 切昕从袍的人与袍合而为一。
The Saint

’

s Delight(Southern Harmorty) 

祷告：

（找们 一 起来求神帮助我们成为公义的
人）：

天父，当撤但想要我们犯罪时，求柏：帮
助我们行公义的事。我们渴望活在你的｜司在
，－ ，， ， 因耶稣的名，求称赦免我们 一 切的罪。
阿们。

盟TI
十；你。

成为罪人是什么意思呢？

有时候你是有任性呢？
Iii俨男孩:f;I:｛主都有任性的11,J-候，甚至很

小的§ll,劳也会任性。成年人都任性．
任性非常不好吗？
是的，任性很不好 ，因为任性在和11看来

是一 种罪。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当我们没有按着抑的心意做事时，我们

就是在E栗。和11造了我们 ， 孜们属于袖。找

们till.劲儿都应当ll＊神的心意。我们应血
llif Kt/爱神，并／I阪Jl民袖。我们应当爱搓，因为
袍是如此地奇妙，因为袍爱兹衍。

当］［主l和1豆娃不听从神的话，吃了神I份
咐他们衣写7吃的那果子后，他们就在神面前
犯了罪。从此，罪入了世界 ， 败坏了和！！所创
造的.少美妙的世界。 ：萨也败坏了亚当军fl };I 

娃。亚当和豆娃成了4官儿。他们让撒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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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们的心。从此，他们就衣后再像当初神
边出他们H才那样顺服和11了。

亚当和夏娃有了孩子后，这些彦俨也是
将人。所有的婴孩一笠ft!茨心里就带着罪。
这就是很小的孩子有时也会任性的原因。这
是不是一 件很可悲的事呢？

我们去作柳吩咐我们不可作的事，就是
在犯罪。

抑扬1Pf1我们去作的事，我们若衣去作，
也是犯罪。

噢， 是的，我们在神面前犯了很多的
罪。

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衣ll［�JJ＆从神。我
们;tt,�骄傲自大．

亚当和l豆娃犯罪背逆丰111以后，神一 定不
会再爱他们了，是吗？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神肯定也不会爱我们了，是吗？



噢， 神是非常慈爱， 非常良善的。 袍并

没有因此就不再爱亚当和夏娃了。 即使当神

说痛苦、 疾病、 忧伤和患难降临到他们时，

袍仍然�他们。

神看顾亚当和夏娃。 你还记得神给他们

的是F居世应许吗？神应许要赐给他们一 位发至

来除去他们的罪。

和11不愿意看到孩子们任性。 但即使你任

性了， 神也不会因此就衣爱你， 但袍衣喜悦

你作任性的事。 袍恨恶粟， 但袍爱衔。 书11-tt

;ft爱你 。 因此， 袍差下袍所应许的救主。 袍

差下袍的儿子耶稣来除若你 的罪和我的罪。

I唤， 我们应该非常非常地爱神。

我们应该很好地爱书11而衣您去犯 罪， 因

为袍这样爱我们！

讨论话题：

哪些人是罪人呢？

]I当和I豆娃最初犯的是什么罪呢？

我们何时成了罪人呢？

神现在不爱我们了吗？

这是 圣经上的 一 节经文， 它说我们都像

迷失的羊：

我们都知羊走迷， 各人偏行E路．

以赛亚书53 : 6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一书1 : 8 10 

赞美诗：

所有的孩子都喜爱下面这首歌， 因 为

它告诉我们， 即使我们是罪人， 神仍然爱我

们。

耶稣爱我万不错，

因有圣书告诉我；

凡属我主众小羊，

虽然软弱主强壮。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主耶稣爱我， 圣书上告诉我。

耶稣爱找歌（《赞美诗（新编）’第239u) 

梅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吗？

耶稣， 因着你爱我们， 我们满心快乐。

我很高兴， 因为即使在我任性时， 称仍然爱

挠。 求你赦免我今天 一 切任性的罪， 求称帮

助我更好地爱称。 阿们。

第四部分背诵经文
违背律法就是罪。

约翰一 ，�3 . 4 

你们的罪恶使袍掩而不听你们。

以赛亚－＼＞59 2 

找们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

以赛亚1;53 6 

42 



第五部分

神的律法





盟盟 舔�

神如何将袍的律法
赐给我们

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人在阳造的。
所有 的人都厉俨神。我属于神，你属

于神，AA都属于抖，因为人人都是神所造
的。

因为我们属于神，我们就必须为袖而
荡。我们的生活必须兹抑的！￥'/Ji。我们行事
为人必须遵循袍的旨意．

丰111已经Ill求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和11赐下
袍的詹法．袍的律法卡？诉我们哪些事我们必
须去作，哪些事我们平'-tilt去作。袍的律法告
诉我们，作为袍的孩子应当如何行事为人。

很久以前，当以色列人是抑的特殊选民
时，和11赐下手多ii/(11,告。

以色列人住在帐篷里。在西乃山周围有
一排 一排的帐篷。

摩西领导着这些神的百姓。他已将他
们领出埃及。 一 天，丰，，，对摩西说： 「告诉百
姓，让他们预备好。他们必须洗净自己的身
体，又必须洗净他们的衣服。第三天我要降

临到他们那里。我要来到西乃山顶，对他们

说话. J 

神从未降临对任何别的百姓说过话。这
次降11伍是神须得那的恩:94-.以色列人急切地
盼望右抖的恩l陆．他们洁净了自己的帐篷，
洗净了自己的身体的衣服。

第三天 一大早，以色列人朝自己的帐篷
外而望去。他们想知道神会如何降临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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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他们看着西乃山，见到 一 朵fHx/19，！害
Z遮盖捎回乃山顶。他们听到从那里发生E
l鸣般的声音。他们还看到明亮的tXJ居划破黑
Z王。

摩西对百姓说： 「来吧，我们都到山脚
F聚集！ J 

当他们都来到山脚下时，和jl降临了。袍
在大火和浓烟中降临。当初11降11伍到山上时 ，
汹山大大地震动。百姓非常惧怕。这时，
他们可以亲眼#1.ffe/、亲耳Jllj.ffe/神是何等地伟
大。

然后，他们听到了抑的声彦。币，，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梯，除了我以外，你

们不哥在那购柿．
不可为自己穰呈现偶像．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梯的名．
当纪念安怠日，守为圣吕。

当孝敬父母．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哥！贪恋别人的任何东西．
这些就是十条诚命。神亲自从山上说出

这些诚命。袍的声音像雷鸣 一般。
所有的百姓都从山跟前往后退去，他

们非常惧怕。摩西说： 「不要惧怕。神在向



你们显明非也是何等地伟大，好让你们谨记时
常遵守袍的命令。J百姓都答应要遵守神的
命令。他们说： r Ji神所说的，我们都必遵
守。」

讨论话撞：
神从哪座山上赐下袍的律法呢？
以色列人看到山上有什么呢？

他们听到了什么呢？
神所说的话，百姓为什么都必须边守呢？

摩西对百姓说－
耶和华……是大雨可畏的柿．

申命记7 21 

建议阅读经文：

出埃及记19 : 16-19 

赞美诗：

这是一 首歌颂神的律法的赞美诗：
神的律法最完美：
能给迷失的人指明方向：
袍的法度最确定，遵守的人便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Stracathro 

梅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努力去遵守你的律

法。我们愿意为称而活。求称帮助我们每天
无论是工作或娱乐，都能行事正直．阿们．

＠ 盟�

神的律法
告诉我们什么呢？

神的律法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
也柿放在首位。

我们对神的§t必须超过对任何人的爱。
我们要/IfJJ.神的命令高于昕从任何人的

命令。
书11要我们作的－fl]，我们都必须去作。
我们每天都要赞美神，在我们所 作的每

件事上，我们都要荣耀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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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给 我们讲述了 一个穷寡妇的故
事：从小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将神摆在
首位的。

有 一天，这个穷寡妇出去捡柴。那个
地方正在遭受大饥荒，因为那里的人们很邪
恶，神不给那里降雨。没有雨，什么都不能
生妖；因此，就没有麦子磨而粉。

这个穷寡妇只剩下 一 点点面粉了。她



正要捡些柴来生火， 把；战后 一 点点面粉烤成

饼 。 她烤饼的刘l也只剩下一点点了。

她正 在捡柴， 路上走过来一 个人。 他

留着很长的头发和胡须， 他的衣服上沾满尘

土。

那个人对寡妇说： 「请给我 一点l峭的，

好吗？ J他又热又渴。

这寡妇说： 「好的， 我去拿点水给你

喝。 j

但当她刚刚走开， 那个人 又对她说：

「请再给我带点饼来！

这时， 寡妇显出很难过的样子， 「我一

点饼都没有了， j她说： ［我只剩下 一点点

面粉， 一点点汹了， 我正要生火， 为我和我

儿子烤些饼。 吃完这些后， 我们就只好等着

饿死。 j

那个人说： 「不要惧怕， 只管去烤你的

饼， 先给我作 一 个小饼， 烤好了给我， 然后

再给你儿子和你自己烤些饼。 神说， 你的面

粉会有剩余， 你的油也一样。 你的面粉和油

永远都不会用完， 直到天再降雨， 地里再次

长出粮食。J

那个人就是神的先知以利亚。 这个寡

妇听到他说的话， 就去烤饼。 她把烤好的第

一个小饼给以利亚。 般很饿， 她的Jl 俨也很

饿， 但她把第一 少饼给了以利亚， 因为他是

神所差边的人 。 她把伊摆在首位 。 她IOI$神

借这位先生日所说的话， 并放：府和11。

和11祝福这位穷寡妇。 Iii当她自己、 她儿

子和以利亚要吃东西时， 她就去烤饼。 正像

神所 应许的， 每次4委会剩下一点点面粉， 和

一点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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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话题：

以利亚来到时， 这位寡妇正在作什么呢？

以利亚问她要什么呢？

这个妇人如何表现她很爱神呢？

背诵经文：

如果我们真正爱神， 我们无论何时、 何

事都会把神放在首位。 下面这节经文提醒我

们应该怎样作：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爱耶和华你的

棉．

巾命记6 5 

建议阅读经文·

列王记上17 : 8一16

赞美诗：

下面这首赞美诗告诉我们要爱神并遵守

神的律法：

那些在基脊旦得到过帮助的人，

都乐意奉献全部的爱心；

爱心的行为家神喜悦，

爱心的行为良善又公义。

槐告：

Herr Jesu Christ 

Di ch Zu Uns Wend 

亲爱的天父， 求你帮助我们能遵守称的

命令。 我们心里的罪很顽固。 帮助我们时刻

不忘作 一 个良善而有爱心的人， 并且使我们

对称的爱超过其它的一切。 阿们。



盟企

、 I' 

二才你任性时， 你会感到快乐吗？

噢， 一 点也不快乐！小孩子任性及衣会

真正感到快乐。

同样， 成年人违背抑的律法也决不 会感

到快乐。

要快乐地生活， 找们必须顺服仰的律

法。 我们必须§f神 ， 并知道掰也爱我们。

找们知道， 书H在我们本是为了拙臼己。

冈此， 找们若不能家秽的喜悦， 「｜己就不可

能快乐。 只有当我们符合秽的心态时， 我们

才会快乐。

当妈妈生你的气时 ， 你会快乐吗？不！

但当妈妈喜悦你时， 你参感到快乐。 同样，

当掰喜悦我们肘， lil!7也会感到快乐。 这就

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顺服神的律法。

还有 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衣顺服， 衬l会

,tg,.F,J我们。 袍－JE会惩罚我们， 因为那样作

才是必X的。

很久以前， 布 一个名叫约四亚的小男

孩。 圣经上告诉我们， 他是 一个王子 ， 他的

父亲亚们是神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国王。

亚们是 一个邪恶的王， 他不顺服神。 他

之前的其他几个｜到毛也是 邪恶的主。 他们不

爱神， 也不在圣殿里敬拜神： 相反， 他们去

敬拜偶像。 他们还教所有的人去敬拜偶像。

有 二 天， 这个邪恶的亚们王被人杀死。

约两亚继他父亲的位， 被推仁了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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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两亚才8岁， 仅仅是 一个小孩子。 当他

被推上王位肘， 他说： 「我早τ
＂

:Jf作 一个邪恶

的王。 我要爱和jl， 我要事奉衔。 j

有 一 天， 约两亚派 一 些人 到抑的圣殿

去。 「把圣殿修理好， 并打扫干净， j他

说： 「M让我们又能在袍的殿中哥叫片也。 j

这些人便着予作这件事。 他们 发现在圣

殿巾有很多的垃圾， 还发现 很多门破损了，

峭上有洞。

有 一 天 ， 一个人跑到宫殿里找约西亚

五。 「轩我找到了什么！J他对国王说，

「一 本，n 书！在圣殿巾的 垃 圾堆中找到

的！J 

「念给我听，J约西亚王说。

到1人打开书开始读。 约西亚 王仔细听

着。 他所听到的青jl很奇妙， 但同时又很可

怕。 这本书讲述的是神的詹法。 它已被遗失

了。 在它遗失后再次听到这里面的话， 令人

感到很奇妙。 书中说到， 如果神的百姓去拜

偶像， 会有很多可怕的事情l临到他们！

约西亚王跳赳来。 「I嗅， 我们在神面

前犯大罪了！J他说： 「我们违背了袍的律

法1我们将会受到惩罚！去把历存P9"i!i.豆芽叫

来， 把这本书念给他们昕！

所有的百姓都来了， 他们都来听神的

作法。 他们听到书jl曾说过， 如果他们去拜偶

像， 将一定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他们都为臼



己的职忧伤。 他们对川说， 他们妥照利神的 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 很久以前 ， 一
心意米事奉袖。 律法也告诉他们如何才能蒙 位诗歌作家在讲述神的律法时曾说：
神的主F饵 ， 才不致于受到神的惩罚。 作法帮 款Jj(J�Jlj,苦//illii Jj(J :tT,， 至疫局.L#J；苦。
助他们成为好人。 i阳 l 19 105 

讨论话题： 建议阅读经文：
神的作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列王记下23: 1-3 

背诵经文：
血我们不知道神对犹们的要求时 ， 我们 赞美诗：

就行在黑暗中。 但神的伴法像 一 盏明灯。 它 下面这首赞美诗告诉我们应该遵守抖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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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l典， 愿书J1 •j I导我的道路，
道行袍的体例！
噢 ， 愿丰申施恩予我 ，

能明白并遵行袍的旨意！

使执行在你的命令中，
那是一 条在乐的路。
不让我的手脚和心思
作恶得罪我的神。

祷告：

Tai Ii s
’

。rd inal 

Evan 

天父， 我们感谢你将你 的律法赐给我
们 ， 使我们知道何为幸福与良善。 求柏：帮助
我们道行称的律法， 因为这是我们的本分。
阿们。



＠． 盟吕
γV 」你

我们为什么会违背
神的律法呢？

作个好孩子多好啊！当你表现好的时候，
你就会快乐。你可以唱歌，你可以蹦蹦跳
跳，开心地玩耍。

但当你总是任性时，每个人都会伤心。
J!JJ!J会伤心，§§会伤心，f,fr自己也伤心．
完全／fl存7快乐。

那你为什么不能总作个好孩子呢？
噢，要时刻作个好孩子是很泼的。
甚至;t.,{f!J也不是时刻都好。
要作个好人为什么这样难呢？
因为我们心里有笋， 所以才这么难。你

还记得亚当和豆娃的故事吧。撤但来到豆娃
跟前告诉她不要听神的话。夏娃K$f/没有听
神的话。她和亚当吃了神吩咐他们衣写7吃的

那种果子。那时罪就入了世界。罪破坏了神
所造的美妙世界。liJ1儿婴儿出生时，心里都

带着罪：每F少男孩女孩都有一 颗罪心；每个
大人们也都有一颗罪心。

你还记得神为什么造我们吗？袍造我们
的目的原是为了让我们E袍，，美袍，并为
袍而荡。袍告诉我们，只有当我们爱袍，顺
服袍，并赞美袍时，我们才会快乐。

但罪在我们心里作工，他教我们去作一

些坏事．罪让我们去违背神。我们心里的罪
使我们变得爱生气，易怒，并且自私。罪让
我们将娱乐、玩耍之类的事情放在首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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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忘记了要将掰放在首位。
神的律法说，我们对秽的爱应超过对其

它 一 切的爱；而我们的心总是说： 「先爱8
a. J 

神的律法说，我们必须f&//t相爱；但我
们并不能照神所妥求的那样彼此相爱。我们
部窑私．

自私是芳。
爱£J.曹气是萃，
撒谎、偷窃是写在．
不昕父母的话是罪。
所有这些恶事都茨藏在我们心里。邪恶

的念头从我们心灵深处发出来。这时，我们

就去作自己，箩作的事，而不去作辩要求我们

作的事，或父母让我们去作的事。罪在我们
心里很沥E。有时候，Ill＠会在我们心里悄
声说话，让我们去犯罪 ，正像他以前让豆娃
去犯罪时一样。

想到罪深藏在我们心里，又是那样顽
固，想到历存的人都犯罪得罪神，这使我们
感到，苦筋。

讨论话题：

我们为什么必须作个好人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一个好人呢？

谁能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好人呢？



圣经上说：

没有行善的人，连一个也没有．
诗篇53 3 

主啊 ， 我要做个信徒 ，

在我心。

主啊 ， 我要更加圣洁 ，

在我心，在我心。
对我们心里的罪，我们能作什么呢？我 主啊，我要更加圣洁

们能作的只有 一 件事。我们必须求神赦免我 在我心。
们的罪 ， 并除去我们心里 一切的罪。 （夫同录歌）学像耶稣歌（《赞英博（新编））第312首）

建议阅读经文： 掷告：
诗篇 130篇 噢 ， 神啊，求柏：赐我一颗消洁的心 ，

让我能够为称而活。求祈：帮助我成为一 个昕

赞美诗： 话、顺服的好孩子。没有 称的帮助，我就不
主啊 ， 我要做个信徒 ， 能成为好孩子，因为我的心里有 罪。因耶稣
在我心，在我心。 的名 ， 求你听我的祷告。阿们。

2自
γ ’＂ v稀

为什么罪必须得到惩罚

爸爸妈妈有时候惩罚你吗？
当你总作坏事时，你是不是必须蹲墙

角，或者你必须上床呆着？或许妈妈会拿走

你的玩具。有时候，她或许还会flf,frftl IN。
爸爸，妈妈为什么要惩罚你呢？

你 作了坏事，就必须受到惩罚。妈妈惩
罚你是2荡的。作任何坏事都妥得到惩罚。

还有 一 个原因 ， 爸爸妈妈惩罚你是为了
让你学好。惩罚可以使我们衣荐信坏事，对
吗？

因此，惩罚对我们是存丘吉的。惩罚对成
年人也有益处。惩罚能帮助我们学习如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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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神喜悦的人。
神是圣洁的。你还记得撤拉弗天便是怎

么赞美神的吗 ？他不断地唱着「圣哉！圣
哉！圣哉！ J神没有 一 点罪。袍是完全清

洁、良善的。袍要求爱1/J也必须完全清洁与

良善。袍要求我们也要像池一样。
因为神是非常圣洁的。袍不能$，＆我们

作恶而不惩罚我们。如果我们向袍犯罪，就
理应得到惩罚。

当我们违背父母时，我们就向J<.'flJ犯了
罪；但这时我们也原样向神犯了 罪，因为神
已经乡旅孩子们必须昕父母的话。罪实在是



很坏很坏的。 但 主1,神让大洪水来 到时，袍拯救 了 挪
里主和旦韭犯罪时，罪就入了世界。你 亚！是的，神是非常慈爱和良善的。袍告诉

记得吗？从那以后，罪变得越来越坏。没过 挪亚要怎么作才能得救。袍也告诉我们要怎
多久，地球上就有了很多人，他们都很坏． ff作才能得救。在下 － J；；＼我们将学剑那条奇

神很爱他们。袍没有立刻惩罚他们，而 妙的救恩之路 。

是等待了须走时间。袍等待他们&J,i,‘好，言归
向袍并事奉丰也。 建议阅读经文：

但何 一天， 吁书h从天上往下观看时，争tll 创世纪8 : 6 16 
看到只有 一家人贞的想作好人并尊奉袍：那
就是挪亚 一家。其他所有的人都很坏。他们
将神所造的美丽的地球变成了一个充满111恶
的地方。

这时，种说： 「我要把这些人部从地球
上毁灭。找要消除他们一切的罪恶。j

书t1；马诉挪亚袍将让大洪水淹没整个地
球。袍l吩咐挪可E .la: l登 一条方舟，就是 一条大
船 。 要适得像一 幢房子一 样，有三层楼高，
行门和窗户。

挪亚和l他的儿子们非常勤奋地建造JI

赞美诗

神的怜悯宽广，
如l辽阔的海洋；
袍的公义有仁慈
比门由更美好。
肉神的爱广大，
远超人心所能测，
永悟之神的心
无比仁慈。

Holy Manna (Southern Harm。ny)

舟。他们也告诉周围的人将有一 场大洪水， 4事告：
但谁都不相信真的会来一场大洪水。 伟大而圣洁的神，孜们知近我们的心里

方舟终F建设成了。盟主和他的家人郁 郁带着罪恶。我们那应得到惩罚 ， 就像挪亚
地了方舟，还有fill想要救的那些动物也进了 那个时代的恶人 一 样 。 ｛U,trj1啊，求称怜雨i
方舟 。 这时，书11让洪水来到。 们 ； 因耶稣的名赦免我们的罪 。 阿们。

水淹没了整个地球。所有的恶人全部被
淹死，只有方舟垦的人得救了。

那是一 次非悦’ 与7僻的惩罚。
但圣经上说， －t}J的罪都要受到可怕的

惩罚－一－你的罪和！；践的罪都是如此。圣经上

说，所何不行同转归向抑的罪人，其结局就

是永远的沉沦．

讨论语画：

为什么说对罪 的惩罚是应该的，是有益的
呢？

有朝－ R，书Ir会如何来惩罚罪人I呢？
叫我们被fen旧时，我们会发怒吗？

圣经上说：

因为翠的工份乃是死． 罗IJ, ，』6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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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背诵经文

耶和华……是大而可畏的神。

申命记7 : 21 

份’妥尽心、 尽性、 尽力受耶和华你的神。

申命记6 5 

栋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川9 105 

没有行善的人， 连一个也没有。

诗篇53 . 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

罗马116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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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神爱我们





。． 盟！）
γV .－醉

神为我们赐下袍的儿子

你
” 还记得我们上一 篇有关罪的内容吗？我

们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我们都应该得到

惩罚。 神所作的都是必..Jt的， 罪必须得到惩

罚。

但神并不好惩罚我们。 尽管我们罪恶深

重， 神一一这位.It；.茸的神， 仍然§t我们。

你还记得书｜！如何拯救了方舟中的挪亚

H巴。 那是 一 个美丽的故事。 丰41爱挪亚。 但

世界t；段奇妙的战事是神如何Hli我们的故

事。

你知道 为 了救我们神作了什么吗 ？ 袍

赐下袍的IL 俨， 袍亲生的儿子， 来香我们受

罚。 当耶稣死在｜－字架上的时候， 神在袍身

上施行了lift］的罪所应得的惩罚。 现在， 只

要疫ft7IO信耶稣， 我们就可以不必因罪而受

到惩罚！圣经中告诉我们耶稣如何成为 一个

婴孩来到了这个地球上。 袍降生在伯利恒，

袍的母亲马利iJE把袍放在一个马槽里。 马槽

就是一个用来给马l吸革的容器。

那天晚上， 在伯利恒郊外的山地上， 一

些牧羊人正在看守羊群。 突然， 他们看到一

个大光。 那光从牙而来。 一个光明的天使也

自天而降。

这些牧羊人吓坏了， 但这位天使特诉他

们不要惧怕。 他说： 「我报给你们一 个Jh'i!i

S。 今天， 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一 位

HE， 就是主基督！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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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 那真是一 个美妙的消息！很久很久

以前， 神就丘吉i学要赐下一 位救主． 现在这位

救主已经茨了！

然后， 这些牧羊人看到天上有一大If).光

明的天便。 这些天使齐声歌唱： ［荣耀归与

神！ J牧羊人站在那里举目望天， 听着这美

妙的歌声。 以前从没有人听到过这样的天使

大合唱。

天使离去后， 这些牧羊人急忙赶到伯利

恨。 在那里， 他们看到了这位救主， 就是小

耶稣。 他们特别地快乐。

IJII稣在地球上生活了大约三卡年。 袍

作了许多好事。 袍医治病人， 使瞎子重见光

明。 地走遮各地， 广行善事。

然后， 袍作了一 件最牙彤的事。 袍为我

们兹去自己疙在十字架上。 袍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所有的罪付上了代价。 袍替lift］承担

了罪的惩罚。

l哭， 神是何等仁慈！袍何等地§t我们！

袍竞差袍的儿子耶稣替我们死 。 噢， 耶稣何

维地爱我们！丰t!lU；蓄为我们上十字架。

现在， 凡信耶稣的人， 书ti就赐给他放Z

$（｝：－.笠涉。 我们将永永远远与袍同在， 爱袍，

事奉袍， 并采享快乐。

讨论话题：

当耶稣降生时， 天使为什么歌唱呢？



耶稣来为我们作什么呢？
神对我们的爱有多大呢？
圣经上说：

惟有梯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里，乃是永生．

建议阅读经文：
路加福音2 : 8-18 

赞美诗：
下面是一首歌唱Ilil稣来l怖的赞美诗：

圣婴耶稣，.:I<::柏：进入我的生命：
让我的心门fl向称敝开：

罗马阳6 23 

求称靠近我，在我 生命的每一天；
将来我要在天上歌唱赞美你。

Puer N。bis Nascitur 

精告：
（当我们想到耶稣 来拯救我们，我们

的心应当充满了喜乐。让我们来 感谢神的大
爱〉：

亲爱的天父，柏：曾在圣诞节的时候，将
你的独生爱子目JI稣基’自赐给我们，对称如此
伟大的恩赐，我们的口舌难以表达我们的感
谢之情！ I嗅，lfll稣，我们何等爱栋，因为你
觉愿上十字架替我们受死。求你帮助我们常
存更加感恩的心，像天使一样歌唱赞美抖。
阿们。

盟m

神看顾我们

神非常爱我们J.袍赐下袍的爱子耶稣爹
我们死，袍的大 爱就在此向我们显。1了。袍
既然如此地 爱我们，袍也必定会对却看顾我

们，别吗？
圣经上说袍 一定会的。圣经上告诉我

们，无论发生仔正在 ’JJ ↑厅，丰也都在右顾我们。
白天黑夜， 每天每夜，袍古HI看顾保护我们．

你坯记得那个后来成为 个伟大国毛的
牧童大卫吗？大卫爱神，他知道神也爱筋。
大卫写了很多赞美诗 歌，有一 些被记载在圣
经上；其中一首叫作牧人之歌。

大卫 作 牧童时，他秽，ρ且营，早＇（｛Ill他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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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他为羊群寻找肯草地，他把羊群寻｜到消

洁下净的水旁，让羊群可以喝水。当太阳照

射得很热时，他为举群寻找阴凉之处休息。

他�111羊群不使熊rilG狮子米叼走其中的一 只

羊。天黑之前，他把所奋的羊都赶到羊圈
里。羊群在羊圈里又安全又温暖。然后，大
卫就躺在羊圈门门，不让任何东西晚上进去
伤吉羊群。大卫是个好牧人。如果什么东西
敢来伤害羊群，他甚至愿意�A告保护羊群。

当大卫想到臼己如何看顾他的羊群，他
就联想到耶和华神：神也同样地看顾t!la的
芋群。因此，他写下了这首赞美诗来讲述神



如何看顾袍的羊群。 大卫知道t!!B就是上的
一只羊， 他也知道主是个F牧人。

有一天， !ffl稣对袍的门徒说： I我是一

个东牧人。 J

是的， 主月11稣是一 个步罗好的牧人， 一

个非常特别的牧人。 她时刻看顾保护我们，

袍甚至本不睡觉！

那谁是lll＼稣的羊l呢？你到1Jiel吗？

是的， 所有神的百姓都是耶稣的羊 。

恳求引到快乐草场，

预备羊栏安我身！

赐福救主， 赐福救主，

我们蒙救作主民：

赐福救主， 赐福救主，

我们蒙救作主民。

赐福救k歌（ （赞;t!i辛（新编〉》第271 的〉

梅告：

耶稣着顾他们， 正像大卫看顾自己的羊群一 下而这段话， 可以作为睡觉前的祷告， 献给

样。 男孩子、 女孩子都是耶稣的4‘学若。 袍 找们的好牧人：

�他们， 看顾保护他们， 正像大卫看顾羊游 耶稣， 我慈爱的牧人， 求你听我的祷

的小羊羔 一 样。书，，霆我们， 袍主雪原我们。

当我们记住神爱我们时， 即使在我们生

病时， 孜们t!Jft感到幸福快乐。 我们在！£＼难

中也会感到幸福快乐。 当我们即将离世升入

告，

今天晚上来祝福你的小羊羔：

黑夜中求称靠近我，

保守我安稳直到天l判。

天堂时， 也会感到幸福。 在那里， 我们 必要 阿们。

j{Jfg我们的好牧人。 我们 一 起来读大卫的这

首牧人之歌， 好吗？

讨论话题：

「我必不至缺乏j是什么意思l呢？

诗篇231商的母后一 句话是什么意思？

背诵经文：

我们以后应该把这首诗都背下来。 或许我们

今天就r•J以把第 一 句话背F来：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23篇

赞美诗：

诗篇23 l 

我们可以把下面这首歌献给耶稣我们的好牧

人：

恳求大牧导我前行，

孜必需要主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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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将我们的患难
变成祝福

如果神爱我们并且看顾我们，那为什么还
有忠难l临到呢？神的儿女街时也会生病，他
们也有忧伤痛苦：甚至神的小羊羔有时也会
生病，或受伤。 二1'1忠难l陆到时，龙不是神，S
E了看顾我们UJ己？

噢，决非如此！这些患难l拖到是为了我
们的益必。

这看起来很奇怪，是吗？患难怎么会对
我们有益处呢？

圣经中讲述了 一个字号妙的故 ，Ji，这个故
'Ji的主人公是 一个名叫约瑟的男孩。他经历
了很多 患难。但他所有的患难最终都变成了
祝福，并且还给很多神的百姓带 来祝福。

约瑟有十个哥哥，他们并不总是好孩
子。有时候他们会作一些错事。约瑟是个反F

孩子。

是的，ft!!fl{;心里也有罪，但他劳力去作

好事。约瑟的父亲雅各很爱约瑟。
有时候，约瑟把哥哥们作的坏事告诉

爸爸，这使他的哥哥们很生气。过了 一 段时
间，他们开始恨约瑟。

有一 天，雅各派约瑟去看看他那些哥哥
的情况。他们在离家很远的地方，JJ羊群找
更好的草地去了。约瑟就去找他们。

这些哥哥看到约瑟来了，就彼此说：
「我们来除掉约瑟H巴！

因此，当约瑟走近时，他们就抓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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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他扔进 一个很深的黑坑里。约瑟大声
哭喊，说： 「请让我出去！让我问家去！ J 

但哥哥们不昕他的。
址’了 一会儿， 一 些人骑着骆驼从旁边

走过。约瑟的哥哥们说： 「我们把约瑟if给
这些人吧。他们会把他带到很远的地方去，
这样我们就存放不用见他了。我们就除抑了
他，然后我 们告诉父亲说 一 头野兽把他吃
了。J

他们,Xfl{J把约瑟卖了。他们告诉父亲雅
各说 一 头野兽把约瑟吃了。但那些人把约瑟
带到了埃及，他在埃及成了一个奴求．

很多年过去了，那时来了一 场饥荒。儿
乎没有任何东西可吃。没有雨水，庄稼也不
生辰。约瑟的哥哥家里没有吃的。

一 天，雅各对他的儿子们说： 「我听说

在埃及地有粮食。去那里买些粮食回来。j

就这样，这些哥哥去了埃及。
在埃及，他们对 一个仅次于国王的大人

物讲话。这个人很生气地回答他们，说他们
是贼，是问谍。他甚至把他们其中一个投进
监狱里。

这些哥哥说 「这是因为我们实了 约
瑟！神在惩罚我们！ J他们很害怕，

但这个大人物J;t霆约瑟，他敲后终于告
诉他们，他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他们感到
何等惊奇！



组主说： 「不要害怕 ， 我不会惩罚你

们。 你们作了坏事 ， 但神将坏事变成了好

事 ， 好使我们大家在这个饥荒的年代都有足

够的粮食吃。 j

组主所有的患难都变成了ftl!R9祝福 ， 并

且给神的li.后带来益处。 我们必须相信， Ii

W所有的患难都是于我们有益的 ， 因为神爱

我们。 占也不会让任何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事情

1临到我们。

讨论话题：

有关约瑟的故事， 你还知道－些什么吗？

当我们生病或悲伤的时候， 我们该抱怨吗？

一切达1难都会于我们有益， 如果……如果什

么？

圣经上说：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怨效力， 自碍爱神的人

得益处．

建议阅读经文：

创世纪45:1 8 

赞美诗：

罗马书8: 28 

在患难中， 我们可以唱下面这首赞美诗：

我们不知道

今天会有什么福份 ，

前面的道路上

会遇到什么忠难或试探。

但我们确信，

无论是好是坏，

神的恩典总是能帮助我们

成就袍的美好旨意。

梅告：

Bui strode 

亲爱的天父， 帮助我们时刻记住称的大

爱。 那样 ， 即使在患难或疾病中 ， 我们也可

以赞美称。 阿们。



自由

神的天使
看顾保护我们

每个伟大的国五椭仆人。国王吩咐他们
作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因王让他们到哪里
去，他们就E。

掰是统管万有的伟火种玉。袖是金边营的
君王，袍也掌管诸夭。非l!l-f;f-;tA亨仆人，就
是奇妙的圣泛应。

很久以前，书p还没有选出亚当和夏娃，
就.ifIfl!了众天使。他们是洲的仆人。他们很
快乐，他们赞美神。神I汾i咐他们做什么，他
们就E做。

找们从未.a?tl天使。:fx们看衣见天便，
因为他们是灵。但我们知l i草书1，差他们到地上

来保护我们，1苦助我们。他们进入我们的

家，孜们的教会，我们的学校。伸让他们去

/t!fJ霄，他们就去；掰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
做。

圣经中给我们讲述了 一个名叫但以理的
人的故事。他很勇敢，甚至当巴比伦王衣，Yt
他向神祷告时，他淫敢向』申辩告。但以理爱
神。

网正fM定 一 条然令说： 「三卡天内，谁

都不准裤告他的神。他所需要的一 切，只能
向我巴比伦王求。如果谁敢祷告他的神，就

要把他扔到狮子坑里。J
但以理坚持每天三次跪下向神争夺件。气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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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I听到这项新的禁令时，还像-IfZ罗一 样
走进自己的屋f跪下向神将侣。

但以理拷告的丑ll间房子的窗户是敞开
的。有 一 些人右到了他跪下栋告。他们恨但
以理，就跑去告诉国王说但以理违背了这条
新的禁令。他们想要国王把但以理扔到狮子
坑里。

他们说： 「噢，因玉，你知道这条新
的禁令，三卡天内ft何儿都不能向他的神祷
告。如果if�敢向他的神祷轩，就要把他扔到
狮子坑里。好啦，我们看到但以理跪下祷告
了！J 

这时，国王感到很难过，因为他喜欢但

以理。但他不能允许任何人ill背他的禁令。

因此，他派人把但以理叫来。他l吩咐他的仆
人把但以理扔到狮子坑里。

可怜的但以理！当这些人把他扔进去

时，他 一 直落到狮子坑的底部。那些狮子会
J§i:1.来把他撕成碎片。

但是……这些狮子并没行把但以理撕成
碎片！官们作不到。它们很饿，须要吃但以

理：但神差下 一 位:Jc(P来使狮子不能碰但以
理。它们甚至张不开嘴来吃但以理。

早上，国王朝狮子坑里看去 ，大声喊
着： 「但以理，你的神能救你吗？ J 



但以理回答说： 「拢的和1，差下天使多R=H

了狮子的口。 j

今天， 神也R.造天使来看顾袍的儿女。

明ivl醒来后再事奉我的神。

我们看不到天使， 但我们知道， 他们就在找 掷告：

Tai I is
’

Canon 

们周围， f;J;I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父l啊， 我们为看看顾保护我们的天使感

讨论话题：

你还记得一 个关于天使赞美神的故事吗？

你认为他们乐意事奉神吗？

你认为天使在以什么方式布助我们l呢？

圣经上说：

因她要为你盼附袍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

切造精上保妒你．

：辛r.191川

建议阅读经文：

但以理书6:16 - 23 

赞美诗：

衬！平II袍的天便看顾保护我们， 这使我们

感到很幸福。 你上床睡觉时可以唱下面这首

歌：

因着 一天中所有的祝福，

今晚犹要将 一 切的颂赞归与你， 我的

神。

我，

万王之王， 求你保守我， l唤， 求称保守

安I睡在柏：大能的翅膀下。

l嗅， 愿我的心灵安息在称怀里，

用甜蜜的睡眠合上我的双眼，

让这睡眠， 使我更加充满活力，

国｛ 1尔。 研助我们乐意成为称的仆人， 正如天

｛史一般， 道行你的旨意。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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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TI

今天，你是否为神所赐给你的各样美物献 袍也告诉他们必须努力工作。袖说将有荆棘
上了感恩的心？ 和孩黎跃出来烦扰他们，袍告诉他们将有忧

袍赐给你fN多美物。袍每天都给我们很 伤和痛背：但袖仍然为他们留下了fN多好东
多祝福。 西。这样，他们的生活中至少还能存－Jjf幸

袍赐给你 一 些爱你并看顾你的人，袍 福快乐。
赐给我们 一个家。袍赐给我们好食物，及我 噢，神何等地爱他们。神也很爱荔衍。
们需要的一 切。袍赐给我们衣服，温暖的衣 地赐给找们很多好东西使我们幸福。
服，或许甚至是很漂亮的衣服。 于，，，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的好东西呢？

有时候神赐下阳光，有时候袍又赐下雨 因为神�我们。尽管犹们每天还会向冲
水。阳光和雨水都是好礼物。雪也是袍赐的 犯罪，但他们仍然爱我们。我们Jilin袍爱我
好礼物。雪花多么美丽啊！ 们，因为袍给我们.i8"么多好东西来 使我们幸

在雪地里玩耍多有趣啊！ 福，使我们生活快乐。
神 造百鸟为我们歌唱。丰t!J造百花盛开 当我们想到袍所赐给我们的这 一 切，我

在花园里，在森林中。道路的两边到处都是 们就不由得要非常地爱棍，想要感谢袍，赞
花。袍造美丽的地球，使我们幸福快乐地生 关袖。
活在其上。 袍！＃JU我们感谢袍，赞美袍：袍券1D我

树l使太阳每天早上 都升起。有时候， 们爱袖。当我们爱袍时，牛也就喜悦。

当太阳落下时，袍在天上涂上美丽的颜色。 只有当我们努力去讨袍的喜悦，超过 －

噢，全地都藏了袍美好的恩赐。 切地爱ii!时，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快乐。
丰申造出亚当和夏娃后，袍把他们安置在

一个美丽的花园里。花园里有许多好东西可 讨论话题：
以让他们幸福地生活。但正像你所知道的， 我们为什么应该欢喜快乐l呢？
亚当和夏娃犯 了罪。他们违背了神。这厅， 今天神赐给我们哪些好礼物呢？
神 或许要对他们说： 「你们不配要房这 一 切 我们怎样来感谢神的恩典l呢？
的好东西，我要把这 一 切好东西从你们身边
拿走。j 圣经上说：

也将装没有这仨诋． 我要嚣棕欢喜击是乐，至高者桐，我要歌
噢，是的，神将他们赶出了 这个花园。 £Jil$/M在。 诗篇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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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100篇

赞美诗：

椅告：

我们 一 起来为着神 的 一 切恩 赐献上感

谢， 好吗？

我们可以唱下面这首歌来赞美神：

主的小孩， 大家都来赞美！

赞美主， 主是爱。

亲爱 的天父， 我们首先要为替我们受

死的耶稣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每天都赐给我

们各样好东西， 甚至在我们犯罪任性时称也

如此恩待我们。 我们要努力行称的旨意， 来

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 这样我们才会幸福快

乐。 阿们。

主的小孩， 大家都来感谢！

感谢主， 主是爱。

Praise Him 

主的小孩（ （诗歌二百首E第27首）

第六部分背诵经文

l惟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 乃是永生。

罗马 116: 23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博篇23, I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II叫爱和11的人得益处。

� E告 tis: 2s 

因袍要为你吩咐袍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i非r.:\91, I I 

我要因称欢喜快乐， 至高者啊， 我要歌颂称的名。

t辛篇9 2 

65 



第七部分

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自2

你知道你的生命从何时开始吗？是的，
生命是从你出生时开始的。每年你都要过生
日，那一天就是你出生的日子。妈妈把那一

天记得很清楚。那时，你是 一 个很与T�的小
婴孩。

I!ll稣出生时也是 一 个小婴孩。但耶稣的
生命并不是从袍出生时开彤的。耶稣的生命
在袍出生以前的很长很长时间就有了。耶稣
是秽，而神 －J!i就存在，在创造地球以前的
很长很长时间里，神的儿子耶稣就 一 直与圣
父和圣灵住在天上。

你记得起初地球上的 一 切都很美好。亚
当和夏娃也都很好，他们是照着神的形像造
的。但罪入了世界，破坏最这一 切。这以后
所出现的痛苦和患难使神感到忧伤。神说：

「我们要差 一 位救主下去。」耶稣说： r ie' 
愿意下到地球上去作 救主！J圣灵就给耶稣

造出 一个身敛。耳目稣就降生成一个小婴孩。
袍生在伯利恒。

耶稣 在天上很.芳： 一 切都是袍的。
袍来到地上时，袍很穷。袖撇下lt!/19财富与
荣光。抱来到地上时，甚至连 一间房子都没
有给袍预备好。袍降生在马棚里，没有睡的
疚。袍母亲马利亚把袍放在马槽里。

耶稣在天上;k：；雪后力。袍是天地的主，
袍统管所有的天使。当她变成婴孩时，袍什
么都歹，tiff尝了！婴孩需要妈妈来照看他们。
耶稣那时也 很无助，像所有其他的孩子 一

样。
耶稣变成我们的样子，只是袍心里没有

罪；而我们在出生时心里就有了罪。
耶稣降生的故事是圣经中最奇妙的故

事。它是世界上最奇妙的故事，是无止战奇
妙的故事。想想看，多么奇妙啊一一耶稣，
神的儿子，竞变成一个婴孩！

袍变成一 个婴孩为的是拯救我们；因为

掰非常E我们，袍想救我们。

噢，那天晚上天使唱得多欢乐啊？ 一 讨论话团：
大队天使在欢唱！他们为耶稣降临地球而，寄 耶稣在变成婴孩之前是什么呢？
汗，为耶稣来作我们的Ii.笠而高兴。 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地球上呢？

从天上来到地上，对耶稣来讲是何等大 池离开天堂时，舍弃了什么呢？
的改变啊！天上充满荣光。那里没有疾病，
没有痛苦，没有罪。但耶稣，警开了袍美丽的 关于耶 稣，我们应该记住下面这节圣经经
家，离开了袍的天父，还有那些奇妙的天 文：

便，来到我们这个存袤的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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槌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哥林￥后书8:9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3: 16, l 7 

赞美诗：
｜对为耶稣降生的故事非常奇妙 ， 我们在

圣诞节歌唱耶稣的降生，在其它日子，我们
也歌II日。我们 可以学唱下面这首赞美诗：

从前在大卫王的城里，

马利亚就是那位温柔的母亲，
耶稣基督就是她的那位婴孩。
袍从天上降临地上，
袍是神，是万有之主，
但马棚是袍的居所，
马槽是袍的摇篮。
我们圣洁的救主，
与地上贫穷、卑微 、 低贱的人同位。

梅告：

lγby 

有一个低矮的马棚 ，

在那里 ， －位母亲将她的婴钱，
放在马梢里。

噢，亲爱的天父，耶稣降生的那天是何
等地奇妙1耶稣，我们感谢你变成小婴孩，
从天上降下来作我们的救主 。求圣灵帮助我
们更爱1111稣。阿们．

�� 

耶稣顺服神

你刷刷刷的第 一个男人的名字吗？ 酬。圣经上告诉我们撤但是如何服酬

你还记得第 一个女人的名字吗？你知道，亚 的。

圭和互笙住在一个美丽的花园里．在他们没 撒但把耶稣带到旷野， 一个荒芜无人迹
有违背神之前 ， 他们周围的一 切都很夫 ， 他 的地方。E手无内，他想尽办法要使耶稣违
们也很幸福快乐。 背书11。可fl稣一 直对撤但说： 「不」 ． 这样作

他们为什么会违背干什1呢？ 并不容易。
神奇个拨儿，就是Ill＠。他恨书，，，撒但 终于，在一个Hi'r朗的日子里，撒但将耶

引诱了里圭和互蓝 ， 使他们犯罪边背神。当 稣领到 一 座很高的山上，他们往网周都可以
他们违背神时，他就，莓卉。 看得很远。撒｛且将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 、 金

气耳il稣来到地球七时，撒但也想让I＆违 银作成的宫殿 、 罔王和l王子、及强大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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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展示在再II稣的面前。

「这些都是我的， j撒但说， f但你若 圣经中讲到耶稣是这样的：

肯来跪拜我， 我就要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j 巍＇SB草泼， 奈，ρ!Gilli, /;I�俨范。

耶稣说： r1散但， 你滚开吧『圣经上说 ＂昨立比书2:8

我们R!if拜主我们的神。 J

耶稣平τ信撤但想要袍作的事。 袍衣违背 建议阅读经文 ：

神。 马太福音4: 1-11 

耶稣爱父神。 袍/Oilll神。 每天从早到

晚， 袍都顺服神。 袍功Ulli.安劳作错事。 甚至

当池是一个小孩子时， 袍世吉M衣作恶事。 甚 赞美诗：

至非1，让袍上十字架替我们死， 袍也顺服神。 下面是一 首赞美诗：

亚当和夏娃正言是F了神。 你 一 定还记得 走过袍奇妙的童年，

这个故事。 他们作了自己想作的事， 而没有 袖都尊敬并顺服，

作和Ji楞楞他们作的事。 l唤， 我们也同样 ， 有 爱戴并看顾这位卑微的使女，

多少次!ilt7都去作SB想作的事， 而不去照 袍依偎在她温柔的怀抱中：

神的旨意行。 但耶稣－.i都JI民服神。 袍对天 主的小孩都应该像袍一样

父说： 「愿称的旨意成 就， 而不要照兹的意 温和、 顺服、 良善。

思。 J

耶稣的顺服为我们的不顺服付上了 代

价。 袍要成为我们的救主， 就必须JI民服。

现在， 如果我们爱耶稣， 我们就应该尽

JI才必多力去！顿服神。 我们应该努力去作和｜！

要我们作的一切， 要行袍的旨意。

有时候， 要行神的旨意是Ill泼的， 但袍

会帮助我们。 袍也帮助过！！fl稣。 当撒｛El离开

后， 袍差下牙If去侍候IIII稣。

袍也经历了像我们一样的童年，

像我们一样一 天天长大，

袍也曾卑微、 软弱、 无助，

非Ill也像我们－样有过眼泪与欢笑：

袍感受到我们的痛苦，

袍分享我们的快乐。

德告：

Irby 

讨论语画： 亲爱的耶稣， 为着祷：替我们的不顺 J］民所

耶稣如何表明袍把神放在首位l呢？ 付上的！顿服的代价， 我们感谢称！求称帮助

袍顺服神是出于乐意吗？ 我们j服服神， 销助我们对撤但说「不J， 使

如果我们心里真的不愿意， 我们还会顺服和｜！ 我们从今到永远不断地赞美称。 阿们。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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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教导人们

W认MV百抖，
稣降1业是来作我们的救主， 但袍也是我

们讲述抖i将来要结造的新天新地， 在那里没

有一点罪。

们的者所。 l唤， 人们多么爱昕 耳ll稣的教导！斗Ill走

耶稣并不在 吟所学校里教1J；， 袍是在户 到哪里， 他们就跟到哪皂。 有时候，疲于儿
外教导。 有时候， 袍坐在山坡，－.， 草地上， 坐在山上昕袍甘n在天罔的事， 小孩子也喜欢

教导那些坐在周固的人； 何时候， 袍坐在湖 昕。 袍让孩子们坐在「l 己腿上， 把他们抱在
恒的一 条船七， 教导那些在岸｜τ听讲的人： 怀电。 袍爱孩子们。
街时候， 汹汹在圣殿的fj l--1对那些前米做拜 那些贫穷的、 有病的、 孤独的人， 那
神的人讲话。 通常， 当袖走过城市的街道， 些RJj.itJ L」罪恶深重的人， 最爱听耶稣的教
乡间的小路时， 人们与袍同行， 斗也就；边走边 导。 他们原以为；:i..，（ 爱他们：但 他们发现府
对他们讲话。 J.f爱他们。 耶稣告诉他们必须将心交给神，

1111稣并不教人如何阅读和写作 ， 袍所 以后不�再犯＇！IL 当他们看到耳II稣多么爱他
教导的比这些ifi:要得多， 是世界七最ill:耍的 们时， 他们就不，智商去犯罪了。
笋， 那就是iJ..·iH捕。 袍向人们讲述神的爱。 你想要耶稣作f,frfl{;老师l冯9只要读圣

袍帮助人们认识到深藏在我们心底的可怕的 经中袍的活， 非t!lJlt'5教导你：你读圣经故1Ji

8位。 袍告诉人们袍 来 就是要为孜们的罪而 书时， 袍也在教导你。 你去主H学校或教会

死， 好使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 袍告诉人们 u,J-， 袖也在教导你， 因为主H学校的老师或
一 切不l听从梢的人将会爱到惩罚． 袍也向人 教会的牧师 会把耶稣的话讲给你听； 这些话

运奇妙的生命之道。

彼得是耶稣的一 个I l徒。 他天天与日11稣
在一 起， 昕袍教导。 他知道， 以前M若有过
这样 －位奇妙的老师。

讨论话题：
耶稣的课堂在哪里I呢？
袍教些什么呢？
为什么说袖是一位＆奇妙的教师l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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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冒诵经文：

有一天，彼得对耶稣说：
主嘱， 4尔有永生之道．

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5：卜8

赞美诗：

约翰扣H\-6, 68 

下而这首赞美诗讲述了我们的老师耶稣小时
候的 一个故事：

很久以前，在圣殿l且，
有 一天，站着一个小男孩，
博士们听到袍说出的话，
太大地惊奇。

他们发现汕与教法师在一起，
尽ii'是一 个卑微、求学的青年，
但袍给他们说出的答案，
刽］迈出了天国的真理，完美无缺。

让我们永远沟慕，
坐在耳ll稣的脚前，
聆听救主的教导，
并把他的教训II传j碰世界。

椅告：

Pleading Sav I our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柏：差也llfl稣来作
我们的右师，将奇妙的生命之道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听袍的话，并将袍的话存在心里，
好使我们不再向你犯罪。阿们。

吕目

加利利沟是 一个蓝色的大湖。耶稣喜欢在
这个湖边散步。袍的门徒总与非tlJ同行。月il稣

与门徒走在湖边的时候，向他们讲述了很多

关于抑的事情。

有一 天，很多人来听耶稣讲道。耶稣对
彼得说： 「把加推到水里，我�坐到船上，
这样，百姓就可以在岸上昕讲。j

人们很喜欢听耶稣讲话。他们 －J!l.天都
坐在湖边听地讲道。太阳开始炼山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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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回家了；耶稣也累了。
耶稣对门徒说： 「我们现在渡到湖那边

去吧。j

门徒与!Ill稣 一 起上了船。 他们扯起风

帆，船划破碧绿的水向前驶去。耶稣在船上
枕着枕头睡觉了。袍很疲乏了。

到潮的对岸有很长的路。太阳落下，夜
-f,J;降临了。当门徒还在行fj古时，开始刮起了
才坷。大风掀起大浪溅到船里。门徒只好扯



下风帆， 因为他们担心船会被掀翻了。 他们 没有别的任何人能使风止住， 使浪平

开始用桨划船： 但由于风浪很大， 他们划船 息1

也很困难。 而耶稣仍在睡觉。

门徒尽力想把船划到岸边， 但他们做不 讨论话题：

到。 船里儿乎满了水。 门徒心想他们肯定会 风和浪今天还听从耶稣吗？

被淹死。 为什么 一切都听从他呢？

「我们必须叫醒耶稣！ J他们说。 他

们开始大声叫袍： 「夫子！夫子1快醒来！ 背铺经文 ：

我们都快要淹死了 ， 你难道 一 点都不在乎 或许我们应该记住门徒所说的那句话：

吗吃L 这'fl/,底是谁， 连凤和海也昕从被了？

耶 稣睁开眼， 坐起来看了看周围的巨 马可福音4:41 

浪。 袍脸上能感觉到大风在刮。 地也看到船

上几乎满了水 ： 建议阅读经文：

但却并不惧怕。 马可福音4:35 41 

袍从船上站起来， 开始对风和浪说话 ：

袍说： ［住了H巴！静了吧！ J 

风立刻就不刮了！浪也立刻平静了1

噢， 门徒感到何等惊奇！他们彼此说：

「这是怎样的人呢？连风和海都听从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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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诗：

下面这首赞美诗讲的是耶稣与风浪：

求救主来操我舵， 去经过海涛洪波：

大风浪扑面而来， 多礁石， 堪虑｜也灾；



惟主有南针海图；恳求主＊操我舵。 求k操舵歌（《赞美i夺（新编〉》第269首）

椅告：
｛象慈母抚爱婴孩，去比定汪洋大海： 亲爱的主 耶稣 ，求祈：帮助我们永不惧
只要主吩l肘「 平静 J ，浪与风便都昕 怕。使我们相信，只要有你同在，我们就永

命； 远安稳。连风和海 都昕从称，称必看顾我
洋与海，奇妙之主，恳求主来操我舵。 们。阿们。

吕IB

耶稣吩咐
疾病和死亡

耶稣说袍是神的儿子。袍对人们说袍是
神差逍来的。袍行了许多神迹，向人们E锣
袍是神差造来的。

她在他们中间使风止息，使海平静。袍
医治他们的疾病，甚至死亡都听从了袍。

医生可以帮助病人．他们可以给病人开
药，但他们并乎？在使病人康复。只有种能使
病人康复，只有秽能使死人复活。耶稣就能

作到，因为袍是神。

圣经中讲述了 一个小姑娘的故事，她病
得很厉害。他的父亲暖鲁叫来了医生， 但医
生的药不管用。他们担心这 个小女孩会死。

这时，她的爸爸就去找月fl稣。

l怪鲁找到耶稣时，他双膝跪在耳ll稣的脚
前说： rt育您写.L去我家吧，我的小女孩快
死啦！」

耶稣身边围了太多的人，袍走不快。有
位妇人是个病人，她走近耶稣缺袍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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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感到她在换自己的衣服，就停下来对她
说话。

握ti-只好等着，尽管他不须等。他的女
儿病得很厉芽。他确知她快要死了。他想要
月ll稣快点走。

这时，从眶鲁家里跑来 一 个 人，说：
r ;tiff了，你女儿已经死了。J

噢，脏鲁很悲伤！要是耶稣走快一点该

多好啊！

但耶稣说： 「不要害怕。只要信。J对
耶稣来说，这并不太晚。

眶fl·不认为 女儿死了以后耶稣还能使 她
再活过来。

耶稣与脏{g－一起走过去。他们发现小女
孩躺在床上，屋子里的人都在哭。她死了。

但Ilfl稣握着她的手，说： 「小女孩，起
来！J 

她累的站了起来。她又活了！她身体也



好了， 要妈妈给她一些吃的。

耶 稣很奇妙。 袍是受籍的， 肉为袍是

衔。

我们生病时， 飞向耶稣祷告：却fit医治

我们 。

斗也并不会每次都医好病人。 我们每个

人都有死的时候。 但这并不要紧， 因为如果

我们爱袍， 我们死后将到袍那里去， 在天上

与袍永远同位。 非也应i午过这一 点。 但如果符

合袍的旨意， 袍也能使我们康复。 袍大有能

力， Jf至疾病与死亡也昕从袖。

你知道， 耶稣还行了许多其它神迹。 袍

想告诉人们是神差逝了袖。 袍希望人们相信

袍， 并赞美和11.

讨论话题：

耶稣为什么不每次占［l医好袍的儿女呢？

你认为耶稣喜欢将袍的儿女带到天家去l吗？

你能讲出耶稣行的其它神迹吗？

背蠕经文：

很多人看到袍 所行的神迹就高兴�二赞美神。

有些人说：

f梅毒顾了榕的百姓0

附加圳青7: 16 

这些人所说的话对l吗？丰1j1是不是符顾了袍的

百姓l呢？

建议阅读经文：

路加福音8:49-56

赞美诗：

下面是 一 首赞夫诗， 它歌IIF\耶稣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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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甚至疾病都昕从拙。

大哉！圣哉！耶稣之名，

天使均当俯伏，

奉献冠冕， 尊贵光荣，

来尊袍， 万有主。

奉献冠冕， 尊贵光荣，

来尊袍， 万有主。

大哉圣名歌（ （赞美i守（新和） ）第35「f)

褥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读到你在地上所行

的许多神迹。 我们相信是父神差造了你。 袍

派你来作我们的救主。 因此， 我们感谢赞美

称。 我们要永远信靠称。 阿们 。



吕；｝

耶稣赦免人的罪

耶稣行了许多神迹。袍使狂风止息，袍医
治许多病人，袍甚至使一 些死人Jl；，牙。

然后，袍又作了 一 件比这 些更奇妙的
事。ii号昕这个故事。

一 天，耶稣在 一个朋友家里，很多人来
看袍。他们想来昕袍讲迎。甚至很了不起的
博士和律法师都来了。房间里挤满了人，多
一个人都容不下了。

每个人都在昕l!ll稣讲道。但他们l听到有
噪音，那是什么呢？这噪音来向头顶上。他
们都抬头往上看，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
看到四个人从屋顶上的一个洞里往下右。

「当心『j这些人说。
他们拿着一 床褥子，褥子的四角系着绳

子。他们开始从上面把褥子往耶稣跟前放。
褥子惶惶地放下来了。人们挤着让出地方，

褥子上宽躺着一个人！

「我们从门口进不来，j这四个人中有
一个说道， I所以我们就把屋顶拆除了一 部
分，好把这个病人送到耶稣跟前j

他们想耶稣'j;fJE会 治好这个病人。

但耶稣看着这个病人。袍看到了ltftl!fx
何儿看不到的东西，袍看到这个人的心里因
罪而悲伤。

然后IJII稣说： 「孩子，你的非赦 免
了。J

师是最惊奇的。他们想： 「耶稣不该说这样
的话。耶稣只是儿，只有彻才能赦罪。j他
们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IJII稣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池说：
「我要告诉你们，人子有赦罪的权柄。j然

后袍对这个病人说： 「起来，收拾你的褥
，回家去吧。j

这个病人叉的信fl？。他站起来，感到
一 点病痛都没有了。他卷起他的褥子，一路
歌唱着问家去了。他很快乐，网为他的病好
了，特别是因为他的罪得了赦免。历存fl(].,{
都赞美抖，因为耶稣行了如此的神迹。

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袍后赦免我
们的罪。如果我们告诉袍，我们痛悔自己的
罪，并且可袍赦我们的罪，袍就会赦免我们 一

切的罪。那会使我们快乐。如果我们知道自

己的罪得了赦免，即使我们在笑厉中也会感
到快乐。因为那时我们知道神在E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比治好我们的疾病童安得
多。甚笔比让某个人死而皇；牙更重要。

讨论话题：
到II Q!I个人想要叫11稣作什么呢？
耶稣怎样使他们感到惊奇呢？

我们如何到耶稣跟前求袍赦免我们的罪l呢？

l唤，人们听了好惊奇！这些博士和1律法 圣经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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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被免其泣，遮盖其翠的，这人是有福
的．

建议阅读经文：

马可福音2: 1-12 

赞美诗：

诗篇32: 1 

主啊，求称教导我这个小孩子祷告，
并悦纳我的祷告；
你能听到我说的每句话，

因为称无处不在。
求称教我行公义的事。
我犯罪时，求你赦免我：
让我在生命的每一天，
以爱称为乐。

德告：

Belmont 

主耶稣，其高兴我们能借着祷告来到你
的面前。所有的人都应该爱称，因为你是那
样良善，称那样慈爱地赦免我们 一 切的罪。
求柏：帮助我们爱你更深。阿们。

�rn 

耶稣向我们
显明袖是谁

你还记得当耶稣使狂风止息、巨浪平静
后，耳fl稣的门徒说过什么吗？他们说： 「这

层怎样的人呢？J 

耶稣还行过许多别的神迹，因此，有夜
多儿说： 「这是怎样的人呢？ J M装没有任

何 － 个别的人行过耶稣所行的所有神迹一一

医治病人，使路子看见，使死人复活，甚至
赦免人的罪。

人们说－ 「耶稣如何 能信这些事呢？袍
是谁呢？

耶稣有十二个门徒，他们与耶稣每天在
一 起，！听袍讲述神的’其。有 一天，当耶稣与
袍的门徒单独在 一 起时，袍问道： f人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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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呢？他们认为我是谁呢？J 

门徒说： I有人说称是施洗约翰死后

复活了。有人说称是很久以前的大先知以利
亚。又有人说你是另 一位先知。j

这时，耶稣说： r tt.117说我是谁呢？ J 
西门彼得很快回答出来，说： ［称是基

督，永生神的儿子！ J 

彼得是'f/JB.
彼得是如何知道的l呢？
彼得#flHliH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知

道只有神的儿子才能行这样的大神迹。
彼得茨Jf!Vf；（／了耶稣所讲述的关于神的

一 切事情。只有神的儿子才能如此知道神和



天国的事。 耶稣说－
更重要的是，篮鱼知道这 一 点是由于圣 那没存者JlJii信的存福T.

灵告诉了他。 圣灵向彼得的心说话， 重r�征他 约翰福音20:29

耶稣是基督， 是丰111的儿子。 建议阅读经文：
主苦何如何认识耶稣是谁呢？

耶稣所作的事 ， 池所说的话， 量fvi我们

袖是谁。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圣经中读到。

如果我们IO信圣经， 圣灵会在爱仰的心

里说话， 告诉我们 耶稣是神的儿子。 然后，

我们就可以满Jl1袍是我们的救主。

彼得和其他门徒看到了耶 稣所行的神

迹， 他们听到了袍的奇妙教训｜｜。 我们看不见

袍， 我们听不到袍说话， 但我们可以从圣经

中读到有关袍的一 切， 我们可以相信。 我们

也可以尔那些每天与耶稣在 一 起的门徒一 样

幸福快乐。

讨论话题：

我们如何知道耶稣是谁呢？

西门彼得是如何知道的呢？

知道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会使我们幸福快乐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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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音20:24-29

赞美诗：

面是一首美妙的赞美诗：

美矣哉救主！

万物创造主！

其神圣子， 又为人子！

我诚然爱你， 我真愿拜称，

生命其光， 荣耀无比。
美矣，如救主（《颂主圣诗，第76首〉

梅告：

亲爱的耶稣， 彼得和其他所 有门徒都看

到了称 是何等奇妙。 当我们读圣经时， 求你

帮助我们也能看到称的奇妙。 帮助我们像彼

得一 样， 确信你就是神的儿子。 帮助我们全

心来说： ［我的耶稣， 我爱称。J阿们。



自由

耶稣显出袍的荣耀

我们已经知道，阳是从天上降F来 的。
在袍作为 －一个婴儿降生到地球上之前的很炎
时间内，袍一直住在天堂里。

天堂是一 个荣耀的 地方。天堂到处都是
光明、纯洁与快乐。 神的儿子fill稣在天堂是
大有荣耀的。斗也来到地U时，j敝弃了臼L」 －

切的荣耀。干也行上去就像其他人 一样。没有
人者得出袍是神的儿f.

但有 一 天，耶稣向袍的三个门徒E ti＼袍
的荣耀 一－天上的荣耀。

刀ll夭，Ifll 稣对彼得、雅各和l约翰说：
「随找来。J袖带他们上了 一赂。可山。

在山 上，可JI稣跪下米祷竹。门徒也同
样。

然后，奇怪的非发生了。耶稣的后开

始发放，f象太阳l 一样l闪亮。袍的衣服开始发
光，如纯洁 的臼雪 一样。门徒睁开眼H古，儿

乎不能者袍。
然后，突然出来两个人与 日ll稣在一 起：

ftbft7者／llj)j：完放光。他们是摩西和l以利亚，从
天上来与 耶稣说话。

彼得、雅行和约翰定睛看着。他们以前
从未见过如此奇妙的先光。这是天止的，且光

与荣耀。
彼得终于对同II稣 说： 「犬f！我们可

以盖三座小房子，这样 我们就部可以住在这
里，itf吗？ J 

但就在这时，一朵光明的云彩过来遮盖
他们。一个声音 说道： 「这是我的爱子，你
们要l听袍的话！」

那是秽的声音。
门徒们吓坏了。他们俯伏在地，不敢再

看了。
这时，耶稣进前米，按他们，说： 「不

要害怕，J
这三个门在i：看看间用。云彩离去了，摩

西和以利亚也离开了，月Jl稣闪亮 的荣光也没
有了。

「现在我们回到山下去吧，j耶稣说。
此后，这三个门徒将 他们 在山上所见到

的日11稣的荣耀告诉了其他人。这个故事记载

在圣经巾。这三个门徒永不会忘记那种天上

的荣耀。

在世界的末日，日Jl稣要再次来到地上；

那时，所有的 人都要看到袍的荣耀。

讨论话题：
耶稣来到地上IIJ把什么撇弃在天上呢？

袍如何向三个fj徒显明袍的荣耀l呢？

我们何时将看到耳ll稣的荣耀呢？
当我们看到袍的荣耀 时，我们会害怕吗？

圣经上说：

人子要在槌父的荣耀雯，同着众使者降

（
 
口。



i梅．
马)i;_桶？于16: 27 

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17: 1-8 

赞美诗：
主啊，在这里真好，
你的荣光充满整个夜空；
称的脸面与衣袋如同太阳，
闪耀着自己的光芒。

主啊，在这里真好，
可以瞻仰称的荣美，

还有摩西与以利亚，
你IR时的先知。

价：成就了过去的预言，
你展开未来的应许，
我们欢呼你荣耀的本休。
从此看到我们得赎的荣光。

Potsdam 

精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想成为耶稣的宝石，
为池发光。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为袍发光，像
小小蜡烛照亮在黑夜中，好使我们有朝 一 日
白色与袍一起在荣耀中发光。ll11J f门。

4田

你能说出 一 周中每一 天的名字吗？星期
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囚，星

期五，星期六。

有一个星期五，那天叫作查后步。每年
有这样 一 天，刚好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
五。

在受xiti'i那天，我们记念 一 件很悲伤的
事。

十

但

在死

里

汕

哪不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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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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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节难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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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

在

到

是

走

稣
。
稣

耶

上

耶
架字

有些人'/H袖。你还记得谁是神的死敌吗？是
的，/Jl(.i是神的敌人．撤但'/H神，他竭力让

,J.. ft7也恨神。日11稣在地

上

时，撤｛且就竭力让

人们恨Jf!Jif

有 一天，恨

耶

稣的这些人

把

袍带到彼拉
多巡抚面前。他们对彼拉多说： 「这个!ffl稣
是个坏人。池制造麻烦，甚至想作王。我们
应该然短袍。j

彼拉多说． 「袍作过什么坏事呢？ J 

没有人能想出耶稣曾作过的f.ffif坏事，
但他们说： 「无论如何，袍应该死。你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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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袍钉十字架。 J

彼拉多害怕这些人。 他知道耶稣是个好

人， 但他还是让他们把耶稣带走了。 他说：

「你们带走袍去钉十字架吧。 j

他们1($｛］这样作了。

他们将耶稣带到各各他山上， 用钉子把

袍钉在卡字架上， 然后他们又把这个卡字架

竖立在地上。

llfl稣在很热的太阳下被挂在十字架上。

袍手上和脚上的钉子使袍很痛。 过了一 会儿

袍就死了。

在你的圣经或圣经故事中， 你者jl可以读

到这个故事。 那个受难节的故事。

那个悲伤的星期五其是一个苏日子吗。

是的！在所有的星期五中， 那 一 天是S

F的一 天。 之所以是个好日子， 是因为耶稣

替我们死了。 因着袍的死， 使/ff/]$｛］装可以

得赦免， 我们也因此可以上天堂与袍永远在
一起。

父丰申若i6耶稣来替我们死。 耶稣为我们

;t-若了袍的生命。

讨论话题：

受难节是哪 一天呢？

为什么说那是一个好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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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 耶稣对袍的门徒说：

我为羊舍命．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 19:11-18

赞美诗：

约盼视音10: 15 

下面这首赞美诗讲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故

哥i:

我的心啊 ， 我的心啊， 这是何等奇妙的

爱，

我的心啊， 这是何等奇妙的爱 ，

这是何等奇妙的爱，

竞使万福之主，

为我， 为我背负罪的咒诅，

为我背负罪的咒诅。

Wondrous Love (Southern llarmony) 

梅告：

亲爱的耶稣， 称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永永远远也感激不尽， 我们应该全身心

地 爱 你。 我们每天都应该信靠称，J顿服称，

唱i寺赞美称。 求称帮助我们能为柏：而活， 以

此来表明我们对你的爱， 阿们。



伯TI

耶稣复活了

耶稣死了，门徒非常悲伤。袍是他们E
F的朋友。他们肯定曾盼望袍能作他们的救

主。但现在袍死了。如果袍死了，怎能作他
们的救主呢？他们不明白。

他们将耶稣葬在一个坟墓里一一就是从
一块岩石中凿出的一个洞里。他们用 一块大
石头把坟墓的口埔住就回家去了。

反对耶稣的人说： 「我们要派人把守坟
墓，免得袍的门徒偷走袍的身体。然后他们
就会说袍又活了。J

但门徒根本没!;ffj:J要 来偷走耶稣的身
体，也没想过要说袍又活了。他们只m.i.i袍
已经死了，他们很悲伤。

那个星期五晚上，看守的人就守在基门
口。星期六 一 整天及晚上，他们也守在基门
口。

他们不喜欢坐墓门口度过设长的黑夜。
他们急切地盼望着清晨来到，盼望着太阳发
出光芒。因此，星期天早晨，当天色透出 一

丝亮光时，他们感到很高兴。
但你猜，他们突然间看见了什么？ 一 道

像闪电般明亮的大光！这光从上照射下来，

但不是闪电。然后，看守的人看清楚了，是
一位天使从天降下！他们看到天使走到基门
口的那块大石头旁边。他们看到他将石头挪
开。然后天使坐 在这块石头上！看守的人原

展快的速度逃离了坟墓。
花园里又都安静下来了。太阳探出头

来照射在那块大石头上。 一些妇人上了这座

山。她们是Illl稣的朋友，带了一些香料来要
放到坟墓里去。

当她们看到坟墓被移开了，都感到吃
惊。他们说： r，旨在

＂jg]H把石头挪开了I呢？

出了什么事l呢？ J 
她们急忙往前走，去看坟墓里面。当他

们看到了那位天使时，由吉吓坏了。
天使对他们说： r 1,1rf/J不要害怕。你们

是 来找月II稣的。袍不在这里，袍复活了！进
来著者，袍的确没在这里。J

这些妇人走到坟墓里，看到坟墓里是空
的。然后，他们就跑去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门
徒： 「耶稣复活了！J 

彼得和约翰尽快跑到墓前。他们没有
看到天使在那里，但他们d事实看到了这个空

坟墓。这时，他们知道耶稣复活了。袍又者

了1袍终于是他们的救主了1
是 的 ，耶稣曾死了。但袍又从死里复

活了，并且要求iii活着！袍是基督，神的儿

子。天使将石头挪开，好使每个人都若到袍
不在坟墓里了。袍从死里复活，证明袖是神
的儿子。

坏了，他们马上就俯伏在地。他们再也不毅 讨论话题：
抬头观看。过了一会儿，他们起来却了，以 谁看到天使来把石头挪开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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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便为什么要把石头挪开l呢？
那 一 天，谁害怕了？谁向兴了？
我们要记住下面这节经文：

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T.
吁林�I甜H 15 :4 

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28: 1-8 

蟹美诗：
下面是 一 首赞美诗

1直伴我主今复活，哈利路亚！
天入一致同欢欣，哈利路亚！
高卢歌颂赞1气名，哈利路亚！
夭H同地和｜齐l响应，哈利路亚！

i华侨-Ii<主今!li;T; （《诗歌：“芮》第88们〉

揭告：

主耶稣，你是何等奇妙的救主！孜们像
看到天使的妇人－ 样高兴。称今天仍活在天
上，作我们的救k，我们要歌IIF,赞美柏：！阿
们。

＠． 

'P It 

喝盟

‘

 
．．
．

 

，

 

γv v伊

耶稣向袍的朋友们显现

那是 一个足期天的晚七 一 受难刊的 阳诉了fl徒。彼得和约输已经跑过去行了
那个星期夭。就在那天泊辰，Ilfl稣从死里复 那个空坟鉴。但他们没有看到那位天使。现
话，离开了坟墓。 在，大多数门徒部聚在 一 间房子里。他们把

那些妇人将空坟g必天使的事悄？r诉 f j锁好，因为他们I非常似怕。他们想，那些
了耶稣的fl徒，并将天使所说耶稣又活了的 耶稣的敌人杀了耶稣后，也可能会来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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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还有 一 天， 袖来剑五百个朋友面前。 他

突然， 彼得走了进来 ， 脸 上洋溢真 喜 们都同时看见了袍。 l唤， 他们见到袍时是何

乐。 他说： 「我看到了耶稣， 她对手:Ji; i.lti:! 

jg! J 

其他门徒直摇头。 他们简且不能相信

耶稣已经离开坟墓， 也不能相信袍真的又J牙

了。 「不可能！ J他们说。

咚， l咚！有人 在敲门。 一 个声？干喊着

说： f让我进去， 我有好消息！J 

是革流巴。 r'J；徒认识他 ， 他 是 一 个好

朋友． 他们打开门， 革流巴与另 二个人ill了

门。 ftHt7的脸上因喜乐而发光。

行人又去把门锁好。 革流巴说： 「我们

看到了Ifll稣！池与我们一 路同行， 与我们谈

话。 袍告诉我们丰也涉ft五必须死！J 

门徒说： 「彼得也说右见了袖！但袍怎

在又滑了呢？ J 

这时， 耶稣Sc 突然进了房门！袍站

在那里， 爱怜地看着他们， 说： 「愿你们平

安！ J 

门徒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

那算是耶稣吗？袍将臼己的手和脚给他们

看， 上面还钉钉J吁I过的伤痕。 牛!ti也将自己

的肋劳给他们看， 上面还有士兵用枪扎过的

痕迹。 他们i:£左不敢相信那就是耶稣。 但当

袍吃了一 些鱼和蜂蜜后， 他们终于知道那真

是耶稣了。 他们亲爱的夫子真的又jf!f了！

然后， 耶稣fr诉他们放ft三袍必须死。

很久很久以前， 书11应许2lf差一位救主来。 斗也

告诉他们， 袍就是那位放主。 神差袍来， 要

池为全世界的罪而死， 并来拯救袍的百姓，

好使他们能与袍永远生活在一起。

耶稣没有和门徒在 一右。 袍离开了， 他

们又有一 段时间看不到袍。 但后来袍又回来

了。pq十天内， 池不时地将自己显机给他们

看。 袍想让他们必盖章， 袍贞的复活了。

有一 天， 袍在加利利海边；i凶见他们， 并

在海边与他们一起用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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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高兴l啊！

讨论话题：

那个星期天的晚上， 耶稣给他们带来怎

样的惊喜圳？

他们如何确知那就是耶稣l呢？

找们如何确知那就是耶稣l呢？

背俑经文：

很多很多年以后， 耶稣在异象中向约翰显

现， 袍对约翰说：

又是那存活的……室活fl/永永远远。

启示录l 18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21: ]-8 

赞美诗：

我知j且我的救赎主活着：

这句Mt美的话带来何等地安慰！

袍曾经死过， 但现征袍活苟， 袍活着，

袍活着， 我永远的元首。

袖活沂， 一 切荣耀归袍名！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J 

噢， 这句话带来何等甜美的喜乐。

Duke Street 

掷告：

( Ifll稣现在还前者， 我们祷告时， 尽

管我们看不见袍， 但我们知道袍昕我们的将

付。 我们一起来求袍赐福我们， 好吗？）

主耶稣， 我们看不见你， 但我们知道你

是 一位活着的救主。 奇妙的主， 求柏：赐福我

们。 赦免我们的一 切的罪， 帮助我们因称的

名作个好孩子． 阿们．



佳�

耶稣到天上去了

耶稣树在哪里呢？加7为什么有不见袍
呢？

耶稣在二哥止。

有 一天，当月fl稣又 来将自己显给门徒看
时，袍与他们 一起走到伯大尼，领他们 上了
一 座dJ：那山叫橄榄山。在那里，袍对门徒
们说话。

同JI稣对他们说： f你们必须走遍多J:tg'
走遍z合If！！＇！，对各地的人们讲述我的事情。
当他们相信我时，你们 要给他们施洗归入圣
父、圣子、圣灵的名下。j

然后，她给他们 一个奇妙的应许。袍
说： 「我要求Z与你们同在。j

在山上，耶稣没有像从前那样与门徒坐

在 一起。袍括在他们旁边。袍讲完话以后，

就举起手来为他们祝福。
然后，在袍正祝福他们时，耶稣开始上

耶稣 走了以后， 你想门徒 会{fj,i,,吗？
不，他们衣伤心；他们很高兴！他们知道尽
管袍去了天上，袍仍与他们用症，并且要求
注与他们同在。

耶稣在天上，袍怎能与我们地上的人在
一 起呢？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吗？是的，袍
能．你和1我都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但11/JJI
能。袍能同时在天上又在地上。

带着J1!秽的耶稣如今在天上，我们去天
堂的时候将会看到袍。但袍的灵在地上，并
且无处不在。我们若不到耶稣的灵，但耶稣
总在我们身边。袍保护我们，看顾我们。

此外，耶稣在天上观看并掌管着地上所
发生的 一切 一一无论好事还是坏事。袍有 一

个计划，当袍完成这个计划时，fif1、儿都会

知道袖是万有的主，并要赞美池。

升，上升，上升…… 讨论话题：

门徒简直不能相信他们眼前的 一切。耶 我们如何知道耶稣到天上去了呢？
稣不断上升：这时候，飞来了 一 朵云。他们 袍往天上去的时候，袍正在作什么呢？
一直看着袍直到那朵云遮住了袍。他们知＇jg 袖在天上的时候，如何与我们在一起！呢？
袍上天堂去了。 「万有的主J是什么意思？

门徒将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他们将这
－切写在圣经中，因此lif!J才知道耶稣如今 背诩经文：
在天上。我们很高兴，因为圣灵引导马太、 我们 一起来背诵耶稣升天之前所说的话：

马可、路加和约翰将耶稣的这 一切事↑，＇；－都写 交.1:il.曾穴厉存彤在何新筋革9-/iT.
在圣经里。 马）！：.福音2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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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28:16 20 

赞美诗：

在至高的天上，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是我们的王。

掷告：

Rex GI。riae

耶稣统管一 切， 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

袍为我们舍去了自己的生命，

主耶 稣 ， 称是如此、 如此伟大！知道

你从天上保护着顾我们， 我们很高兴。 我们

要赞美称。 我们要将称的伟大和美善告诉别

人 。 想到我们将来要在天上见你的面， 我们

满心欢喜。 阿们。

袍带来永恒的生命。

孩子们， 唱啊， 高兴地唱：

让感恩的颂歌高声唱起！

第七部分背诵经文

地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畸林事后-J;s: g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即立比书2: 8 

主啊， 称有永生之道。

约翰福音6:68

这到底是谁， 连风和海也听从袍了。

马可福音4: 41 

丰申眷顾了袍的百姓。

路加福音7: 16 

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诗篇32: l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约翰福音20: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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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子要在袍父的荣耀里，｜司司7众使者降临。

'Lt福l'i-16:27

我只l羊舍命。

约输福仔10: 15 

！黑圣经所说， 第＝主天复研了。

召f林事1iil K15:4 

义是另ll存活的……t:I活到水水远远。

r:,,-;,,u 1s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郁赐给我了。

t古A怕苦2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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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关于圣灵





。‘ 佳喝
γv ；你。

圣灵有
一

项特别的工作

你还记得我们学过的那个关于神的奇妙其 听到耶稣的门徒在谈论袍。那些人说： ［听
理一一 即袍是」＝{.Jt一尔的神吗？圣经中给我 啊！这些人在用各种语言讲话！他们在用世
们讲述了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事． 界各地不同的语言讲话。他们在向大家讲述

主义、创造了我们。至乒来替我们死。圭 和11的奇妙！J 
定来赐给我们一 颗新心，使我们再 一 次有神 他们彼此对问： 「这是怎么回事呢？ J 

的样式。 这时彼得站起来说： 「我来告诉你们是
我们若不到圣灵。但袍在很久以前的某 怎么回事。这是 一 件神在很久以前就应许过

一天来到了地上，那是在耶稣升天以后。 的事。你们都知道！！fl稣所行的奇迹，表明袍
耶稣的门徒和朋友们在耶路撒冷城的 一 是神的儿子。但神允许 一些恶人将袍钉死在

间房子里聚在一 起。耶稣告诉过他们，让他 十字架上。然而，再II稣并没有被坟墓/B詹！
们在耶路撒冷等候．袍说 「在那里等到父 袍复活了！并且袍升到天上去了．袍曾应许
差下保惠师来。j 要赐下圣灵。现在她己经则F圣:A.来了。你

他们就这样等着，过了 ε 天又 一 天 。 们所看到，所听到的都是圣灵的作为。袖来
他们不知道保惠师是涯，也不知道保惠师会 再HJ;IJ我们讲述数恩的奇妙故事1」

5正主来。他们祈祷，他们唱赞美诗，他们等 这是圣灵的舒缓工作。袍使人愿意讲述
候。 耳II稣。当人们听到耶稣为拯救他们而死时，

然后，在一个星期天的早足，大约九点 圣灵就郁助他们理解并相信，又赐给他们新
钟，他们听到一 个声音一一须才的声音，像 心。因此，袍使人们照自己的本分去爱神，
一 阵大风吹过。但那歹－�风声。门徒彼此对 赞美神。

看。这时，他们看到 一个 个功彦兴像火焰 一

样，但那平－霆火。这些小舌头落到!Ill稣的每

个门徒和朋友的头上。突然，神的灵进入他
们里面，圣灵充满了他们的心。这些小舌头
是表示有圣灵在那里的一种揭开坦。

然后，他们开始高声赞美忡。他们开始
讲述神的亨：＋也如何爱找们每个人，非也如何
差下袍的儿子为我们死。

在耶路撒冷的其他人也听到了这个 像
风 一 样的声音。他们都来看是怎么回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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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话题：
谁差遣圣灵来到地上呢？
当圣灵充满门徒的心时，发生了什么事呢？

圣灵的那项特殊工作是什么呢？

丰111曾说过：
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以阿结书36, 27 



赞美诗：
圣善的兴，求你听我们的祈裤，
使我们的心成为称的居所：

穗告：
（圣灵竞愿意住进你我的心里，这是

多么奇妙啊？找们 一起来求袍进入我们的心

带着你满有恩典的能力降临在我们小 吼，好吗？〉

问 ： 噢，圣灵，求柏：来住在我的心里。称

圣灵，欢迎你米。 Grafenburg 拧不来赐给我们 ← 颗新心，我们就不能成为

建议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2: I-8 

神的儿女。也求你帮助我们向别人讲述目11稣
的战事，并帮助他们 也能认识耶稣，相信耶
稣．阿们。

〈矗 组目
γv v阶

圣灵使门徒变得勇敢

有 一段U·t f日j，月阳门徒不是很勇敢。上
兵来1�耶稣的那天晚｜二，所有的门也g占HI逃跑
了。他们很苦怕．他们以为士兵也会米捉他
们。｜王｜此，他们 都跑了，H剩F耳II稣 － 个人

落在以！残的敌人手里。
飞j士兵也IIII稣千w到山上也袍钉到卡字

架上H才，大多数门徒都不放跟：n-t:. 尽管他
们§f袍，他们还是不敢跟着去。耶稣被埋葬
后，他们躲在 一 fuj房子屯，把门暂且好。

但你还记得飞圣灵降临后所发生的非
l吗？彼得i!fll众人的而叩t岛1，了起米，对他
们训｜述耶稣的事。他说： r 这位耶稣是神
的儿f！你们必须詹袍，好使你们的 ＇II：得放
免！ J这时的彼得 ｝ 点抓不再背怕了！是什
么使他变得如此到J.!!,(1呢？ IE 趁他心，－ ，，的圣�
使他变得勇敢。

{I ［那些将日ll稣钉’少E {I: 1 － 字架｜二的人不fJ.!

92 

让彼得和其他门徒 讲述耳II稣的事。他们 不想
让他们对百姓iJt 1111稣拉那位救主。因此，他
们对门徒说： 「衣在再谈论耶稣，否则就把
你们关到监牢里！ J 

彼得、约翰和其他门徒说： 「我们平T

H不讲述耶稣的事。神己经吩l咐我们要将

耶稣的4JJ传遍豆争t!fW 0 找们必须顺服挣的ft
态。」他们不停地向人们讲述耳II稣的 1J＋。

那些耶稣的敌人很生气。他们}1119把门
徒关进监牢里。

他们说： 「明天我们将决定怎么来惩罚

你们。j
第J天早鼠，大祭，，J �I: t兵到监牢111

去 。 ［把这些人带到堂前来，j他说。上
兵急忙忐了。他们很快就问来了，但他们没
有把门徒）�i米。他们对太祭，，J说： r 1监牢里
没千j人！监牢的f j七，n锁，;n－ 守的人也在JJII



里， 但那些门徒衣Je了！ J 

大祭司感到很吃惊！他 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

但litfl7知i且发生了什么事。 夜。1] .位无

度来到， 打开门让门徒出了监牢。

fl徒出来后作什么呢？他们一定若向人们

讲说耳目稣（（，J 故 ＇F。 他们一 点也不害怕 。 二t: .:Ji!. 

使他们变得很勇敢。

后来 ， 有些fl徒因为传扬耶稣而 /Ki美

S 。 从另ll以后， 有很多传道人为耶稣的缘故

而死去。 他们都不惧怕。

讨论话题：

谁不想让门徒讲述耶稣的事呢？

门徒为什么不害怕呢？

他们是怎样从监牢里出来的l呢？

F面这节经文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彼得和1约始对大祭司说：

顺从梯，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使徒行传5: 29 

建议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5:25-29

赞美诗：

我们都很渺小 ， 很软弱！有时候 ， 我们不敢

站山来传扬ijll稣。 下面这首赞fe.诗是 一 个祷

告 ， 求圣灵来使我们变得B〕收、 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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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圣灵， 求称住在我的心内：

使我脱离地上的嗜好：在我心中运行；

看顾我的软弱， 使我变得刚强像称，

并使我全心全意地爱你。

Morecambe 

祷告：

（我们一赳来才是圣灵使我们能勇敢地传

扬月II稣， 好吗？）

圣灵， 求你来住在我们的心里。 使我们

勇敢 、 刚强 、 Ji阪服柿 、 行公义， 并向其他人

传扬耶稣。 阿们。



C{}IB 

圣灵引导门徒

你想让你的爸爸高兴叩要使他高兴8
8的办法就是作 个好孩f。并且去作他想要
你作的事。

神是我们的牙j（＇.如果我们 爱袍 ，我们
就想让袍 高兴。我们会努力去作袍想要我们
作的 ’Ji。

但我们如何Jilin袍想要我们做的是什么
呢？ -rr 先，我们有袍的干I！法和Ir 条ii&命。这
些告诉我们要 爱神、爱 人。但我们不仅仅只
有这些。

住在 我们心里的圣灵会告诉我们神 想�
我们作的 ’JL圣灵引导我们去行神的旨意。
袍也引导过日II稣的那些门徒。卡也要引导每 一

个爱耳fl稣的人。
Jl.l�利是使徒时代教会巾 一 个执事。他也

是 一 个传边的人。他向人们讲j在耶稣」是得救
的道路。

�人来指数我。你能与我坐到 一 起并告诉我
那是什么意思l吗？ J 

陈利很乐意帮助』II人，就爬上马车。他
解释说，很久以前的这位先知所写的是 指着
JflJJi说的。JflJJi就像笋，像导�，￥雪一 样被宰杀
作为祭物。耶稣为我们而死。

即利将耶稣的事全部告诉了那人，并告
诉他我们必须指信耶稣并 受洗归入袍的名。

那人仔细听着。他想这真是 一 个奇妙的
战事。过了 一会儿。他们来到 一 个有水的地
方。这时，那人说： I看，这里有水。我现
在就受洗，好吗？

胁利说： ［只要你Z舍，＇l,＇地Ill信，你就可
以受洗。J

那人说： 「我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J
这时，他们从马车上下来。他们下到水

里，脐利给那人施洗。

有 一 天，圣灵告诉胁利去 一 个很远的地 刚给那人施洗完， 圣灵就将陈利提走

方，到 一 条乡间的路上去。 在 那里，mr利者 了。
到 一 个人坐在马 ti=: I::. �灵对胁利说： 「忐
对那个人说话。J

Jtlr利就走到马车这；埠，随马车步行。
那人正在读书，Jl.lr利就仔细听。他听那人
读i草· ［袍｛象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
羔……j

这个人在读圣经！
fl1F利对月11人说： 「你所念的，你llJls 

吗？J 
这时，那人看见了Jlir利。他说： 「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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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到圣灵如何引导肺利了吗？袍告诉
胁利要去的地方：袍告诉他去对月ll人说话：
袍帮助胧利解明圣经。然后，袍又将胁利提
走去别的地方作工。

圣灵是我们奇妙的向导。

讨论话题：
圣灵为什么要差胁利到马车Jl1.去呢？
马车上的人为什么需要肺利呢？
那人正在读什么呢？



耶稣说：
她要引导你们进入 一切的真理．

约钳制汗16: 13 

建议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8:29 39 

使我对你的赞美不住涌流。
愿我的意志全然归称，
不再有自己的打算，
愿我的心全然归称，
成为你宝座的所在。 Patmos 

德告·赞美诗：
这首赞美诗是 一 个栋告 ， 求神来’JI导我 （现在，我们用自己的话语来求神引

们的生活 导，好吗？）

主啊 ， .:R称悦纳我的生命 ，
圣灵，求构：引导我们，好使我们知道称

愿我的生命只为称活．
想要我们作的事。因;l;i＇ 耶稣的名，帮助我们

"] I导我生命的每一天、每一 刻 ，
倾听析：在我们心中所说的话。阿们。

(ij!} 

你知道那 一天当圣灵降临，彼得对百姓
说话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吗？他们都认真地听
着。当彼得说 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
就是翔的儿F时 ， 他们简直不敢相信。

彼得说： I神已经叫袍复活了。袍复活

后 我们看见了袍．如今袍在天上坐在仰的右
边。你们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是
主！ J 

这时 ， 百姓都很害怕。他们想到竟将神

的儿子钉在卡字架上 ， 就感到很害怕。他们
对彼得说： 「我们该作什么呢？ J 

彼得说： 「妥悔改 ， 并受洗，好使你们
的罪得赦免。J悔改的意思就是为罪忧伤。

那 一天，有三子儿悔改并相信耶稣。他
们都受了洗 。从此，神的教会开始成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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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只有少鼓/l1、门徒。不久就有很多很多人
加入。他们都叫作基将徒。这 一 切都是圣灵
的作为。

有 一天，当很多基督徒在 一起祷告时，
圣灵在他们的心里说话，袍说： 「我 要派保

罗和巴拿巴去 作 一 项特别的工作。j保罗和
巴拿巴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这些人 又一起祷告，求神告诉他们该作

什么。袍就告诉他们，要把保罗和巴拿巴派

到很远的国家去，向.H/J.!E的人们传扬耶稣。
保罗和巴拿巴成为最早的命ia± 。他们

走遍很多国家，到过很多城市。他们走到哪
里，圣灵就在那里的人们心中动工，使很多

人都相信耶稣。 神的教会不断壮大。
从那以后，又有很多人成了传道士。今



天， 传道上ff1血’jj届世界上的各个同家， 传扬

救赎的道路。 行更多的人相信q11稣。 教会不

断成IL

1止圣；，U1二生tili书11的教会。 袖梢助传i草人

去传扬qrs稣f白宫， 也将信心赐给那些书｜！所拣

选作为儿女的人。

讨论话题：

传道上们作什么米WWi教会成长11/tl?

圣灵作些什么呢？

3比们怎样才能作传道i：呢？

背诵经文：

我们布要圣灵米将我们改变成神的儿女。

圣经上说：

因为凡被糠的灵引导的， 都是祷的Jl

子． 罗马书8: 14 

建议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16: 13-15 

赞美诗：

传扬吧， 传扬吧， 传扬地大能的道，

传扬i：：的同度，

袍的气息赐给准，

谁就得到1k远的生命。

告诉人们平呆已经降临，

要引导我们JI－ 上天觉，

圣沽l盯坚强， 公义又真实，

使孜们立志行事家神悦纳。

llocheste1 Priester 

掷告：

亲爱的圣X.， 祸：通过住在每个信徒的心

里米建jfi fljl的教会。 求你住在我们的心里，

教导我们如何为和11而涡。 赐福所有传扬q11稣

的人， 好使更多的人能悔�＇.＜.！：:Ii：相信。 这样，

普天之下神的教会就会不断成跃。 阿们。

第八部分背诵经文
我必将我的兴， 放在你们里面。

以�ij纺，吉36: 27 

l顺从神，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使徒行传5: 29 

袍要牙｜导你们注入 一切的具理。

约翰』面，吁16: 13 

｜大｜儿J凡被抑的灵才｜导的， 都是神的儿f。

�·』 K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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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我们如何
成为神的儿女





＠， 喝rn
称。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罪

神是圣洁的，是非常做的，iii.lff过我 他，没有人为他难过，没有人给他一 顿好饭
们。我们很渺小，且是存芳的人。我们心里 吃。 l嗅，他多么希望回到家里，回到父亲身
没有良善；我们常常违背神。我们偏行己 边l啊！
路。 他每天都想念自己的家，想念自己的

然而神却呼召我们成为袍的儿生：！我们 父亲。他 知道即使是家里的仆人也有很多吃
怎样才能�kt袍的儿女呢。 的。但他衣毅回家去。他想父亲可能不6；�

耶稣曾经讲过 一 个年轻人离家出走的故 让他回去：他想父亲可能会很生气，因为他
事。他有一 个美好的家，但他不愿意住在家 以前很坏。
里。他不爱自己的父亲。 然后，有一 天，这个年轻人对自己说：

有 一 天，为 个年青人对 他的父亲说： 「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呢？我活得多悲惨
「请你现在就将你死后我当得的那份家产给 啊！我主F回家去！我要告诉父亲我犯了罪。

我。J 我要告诉他，我痛悔自己的罪。他或许会原
父亲不愿意那样作，他也不想让自己的 谅我，或许会让我作他的一 个仆人。J

孩子离家出走。但他还是把将来要给他的那 就这样，这个年轻人起身回家去了。
份财产给了他。这个年轻人就，零开了家。 但是一一你知道后面发生的事吗？

他去了 一 个很远的地方，用那些钱在那 那段时间，他的父亲也 一 直在想念自
里任意挥霍玩乐 。他交了 … 些朋友，常和他 己的孩子。他仍然麦这个孩子。他每天都朝
们一 起玩乐。 路上看去，希望见到自己的孩子回家来。因

但没过多久，那笔钱就1.t}I;了。这时， 此，这个年轻人还离家很远时，父亲就看到

他的朋友也离他而去。他们不是苏朋友，他 了他。他却过去迎接自己的儿子，张开双手

们只想在一 起玩。 拥抱他。他见到他真著卉。

这个年轻人对自己说． I 现在我必须工 这个年轻人哭了。他说－ I父亲，我犯

作。我需要钱来买吃的。J他很饿。他不敢 罪了！ J 

回家去。 父亲斑／J,1?了他。他多爱自己的孩子啊！
他见到 一 个 农夫，那农夫说： 「你可以 他让仆人准备丰盛的短席来庆祝他回家。

出去到田里去喂我的猪。J那可不是一 件好 挣就像那位父亲。只要我们痛悔自己的

工作。这个年轻人很不高兴。但没有人在乎 罪，袍就会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回到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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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可舔传

我必须认识这条道路

:i2H时， 斗也就t�兴，le.RI为袍爱我们。

讨论语踵：

我们哪些方面像放 ＇
JJ中这个男孩I呢？

见到他fnl家， 父亲为什么那么高兴呢？

我们如何才能｜叫到天父的身边呢？

圣经巾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摊是信实的， 是公

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约翰
－ 111 :9 

建议阅读经文：

路加福音15: l-10 

赞美诗．

这里千r
－

，

可赞美诗：

今天你的恩典H于何我们，

洗 ）；我们的罪。

无论战们的过犯有多大，

我们怦经怎么样，

(). m回UAV
 

无论我们的心，

远离你的恩典有多久，

今天你的宝血者jl能ii斤斤，找们，

并使我们成为圣沾。

今天你打开了恩川，

所有进来的人，

天父都会欢l9!他们，

并饶恕他们的罪。

过去将被忘掉，

今天给你欢乐，

应许将来兹恩，

夭家赐你荣晃。

Anthes 

德告·

天父， 帮助我们认识到「｜己是官人 ，

远离了你。 我们都犯非作芯， 不再己作你的儿

友。 但耶稣给我们讲述了这样 － 个父亲深爱

Ii U儿子的故恨， l唤， 找们何等高兴啊’只

要我们认自己的罪， 你就欢迎我们同凉。 只J

.,G伪：如此伟大的爱， 我们感谢你。 阿们。

一一个非人安川剑仰的家里去， 他必须知迟 了路， 我们就水远间不到家里。 我们就会这

回家的NM, 失。

你还记得那个离家H＼走的男孩的攸恨 不核正路回到』111JJll电」斗的 ·m 人将:i](Jit迷

H巴。 当他痛悔井去：！问家时， 他 必须确知1IB 尖， JJ日是很可怕的。 圣经告诉我们llfJJi就是

走的路是对的， 是I吗？我们要lnl家，1111到.k 问到书11那电去的jH书。 袖也足Pit－（附近路。

父那里去， 也必须走正确的道路。 如果走结 耶稣在升天之前就把这二点告诉了袍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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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他们刚吃玩晚饭， 坐在 一 张长桌子旁。

这是他们与耶稣用的:IJI,.子的晚餐。 月ll稣对他

们说过： 「我要离E:了。 j

他们不想让lfll稣离去。 他们很悲伤。

耶稣对他们说－ 「 不 要难过， 我是到我

父那里E:。 我要到那里去为你们顶备地方。

你们也可以来， 在我父家与我同位。J

耶稣的 一 个（j徒多马说： ［我们不知道

那条荡。 J

这时， 耳fl稣说： r :i古就是iBN······lf平τ

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耶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袍怎么会是去

父神那里的边路呢？

(J徒不理解 。 他 们知道耶稣是抑的儿

子， 但他们不知边袍怎么会处去天父那里

的i.i:厉。 后来， 圣灵帮助 他们理解了神的话

语， 他们就知道了耳ll稣怎么会是那条边路。

于中的话－一就是圣约， 告诉我们神如何

使耶稣成为救恩的iBJ芽。

很久很久以前， 神fjjlj订了一 个奇妙的计

划， 那是一个拯救 罪人的计划。

在必须受刽惩悦。 所有向神犯的;i在 lill必

须受到惩罚。 因为所有的人都向这位伟大圣

洁的神犯了罪， 他们都应受到放Z的惩罚。

但抑制定了一 计划， 袖差袍的儿f耳11稣来替

他们受罚。

就这样， 神使耶稣成为救恩的iBJ芽。

在其它课文里， 我们还将谈到这条放恩

的道路。

讨论话题：

圣经中讲述的那个奇妙的计划是什么呢？

神为什么要制订这样一个计划来救我们呢？

谁也I!耶稣成为救赎的「边路J 1y�？ 

背煽经文：

今天， 希望我们学主j耶稣所说的话：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输福音14: 6 

袍是我们ti:•I到天父那里去的唯一道路。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 14 1-6 

赞美诗：

耶稣领我们，

走过生活的漫漫 －�路，

凭信心踏，？｝;f,'.i他的脚步，

我们Jk远乐意Ji'R主走。

求主位着手立们的手，
一直领我们到父家。

救主， 我们一 生的年日，

求你顶备我们当 走的路。

若你领我们经过坎坷道路，

求赐恩典扶持我们。

当我们走完一生路程，

求你敝开天上荣门。
Seelenbrautigam 

梅告：

亲爱的天父， 称借着圣经告诉我们， 耶

稣是通往天家的道路， 我们为此感谢称。 求

权J(H/助我们明白桥的话语， Jj：将你的话iii存

iι在心旦， 好使我们确知回到你到II旦去的道

路。 阿们。

咽’i内VI

 



自由

我们必须相信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我们已经知道，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
必须认我们的罪。我们£，须知道我们是有罪
的。我们必须告诉神，我们为自己的罪感到
痛悔。

我们也己经知道，只有借着历簸，我们
才能到神那里去。袍告诉我们，袍是到天父
那里去的道路。

耶稣怎能是那条道路呢？
袖是那条道路，因为袍是后－$（｝/ti'兰。

我们必须信袍。
信靠耶稣作我们的救主是什么意思呢？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心底掰詹袍替兹
衍死了，父神因此赦免了我们 一 切的罪。我
必须相信袍替我死了。你必须相信袍替tfr死

叫拿撒勒的小城。有一天，她突然看见一 位
天使加百列。她很害怕。

天使对她说： 「不要害怕，神，事馆你，
你将生一个婴孩一一一个男孩。袍的名字要
叫作耶稣一一耶稣的意思就是救主！

神给耶稣起了这个名字，因为神差袖来
就是要作我们的救主。

后来， 一 位天使到约瑟那里去。约瑟是
马利亚的丈夫。天使也对约瑟说，这个孩子
的名字必须叫耶稣，就是「授主J的意思。
抱在梦中对约瑟说话。袍说： 「马利亚将生
一个婴孩，你必须给这个婴孩起名叫耶稣，
因为袍要将我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 J耳ll稣

来就是要作这件事，

了。 耶稣回到天上去以后，袍的门徒到处传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确信耶稣如今在天上 扬袖。他们对各处的人说： 「你们必须信耶

保护着顾我们，并爱我们。这意味着我们必
须相信袍会对却看顾我们，即使当我们死的

时候，袍也照样看顾；那时，袍要将我们领
回;lc}ii’。

耶稣来到地上就 是要作我们的救主 。
当耶稣降生时，天使在天上歌唱。耶稣要去
拯救罪人，天便为此而厚奖。甚至在目II稣降

生以前，神就派了一 位天使去告诉耶稣的母
亲，耶稣将成为救主。

马利亚是一 个年轻女子，她住在 一 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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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袍菜是要除去我们的罪。J
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何等贫乏，何等罪恶

深重，而神却是那样圣洁时，我们感到很害
怕。

如果我们结耶稣，我们就不必再害怕
了。袍要拯救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神
就放爱我们 一 切的罪。并且袍要洗净我们的

心，好使我们以后不再犯罪。我们将成为清
洁无罪的人，与耶稣和天父永远生活在一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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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话题：

r 1m稣J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谁给袍起了这个名字呢？

袍是谁的救主l呢？

圣经中说：

当信主部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德教．

使徒行传16: 31 

建议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16:25 34 

赞美涛：

下而这首赞美诗告诉我们可以照着向己

的本相， 带着有罪的心到书11那里去。 只要我

们相信耶稣， 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我的信心仰望称一一’

加略山的羔羊，

神圣的救主。

现在求你听我的祷告：

除去我一 切的罪：

噢， 愿我从今以后， 完全局你！

Olivet 

掷告：

噢， 神啊， 因着析：赐下耳目稣我们的主，

我们的救主， 我们对称永远也感激不尽。 亲

爱的圣'R.， 求你使我们从心底确信丰也是我们

的救主， 丰也来到地上梓我们死， 好使我们的

号F-得赦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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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TI

我们必须重生

每个小孩子都喜欢过生日。生日是若薯的
日子。你为自己又长大了 一 岁而高兴。那一

天爸爸妈妈想起了你出生时候的小样子，他
们也很高兴！

但你是否想过你必须重笠呢？耶稣这样
说过．

有一个名叫尼吁底峙的人，一天晚上他
去见耶稣。他想和可ll稣谈论神和l丰中国的哨。

耶稣对尼哥底母说 「人若不.. 3.兰，就
不能见抑的同。j

尼哥底母认为fill稣说的这话很奇怪。他
一点也不能理解。

尼哥底母说： 「我已经长大了，如何能
重生呢？难道一个大人还可以变成一个小孩
子吗？J 

Illl稣说： 「人若不是从水和l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菌。J
Il[l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让我们一起来理解耶稣这话的意思H巴。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一

颗街罪的心。我们简要 一颗新，ρ。我们已经
知道，我们必须认找们的罪。我们必须对神
说，我们为自己的罪感到殇炬。

我们也已经知道，只有借着耶稣我们才

相信袍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使我们的罪
得赦免。

但你是否知道，这些事情，我们自己 一

样也不能改呢？我们心里的罪很顽网，除非
圣呆在我们心里却J工，否则我们就衣搭成为
神的儿女。

圣灵使我们为罪痛悔。圣灵帮助我们认
识到耶稣是回到天父那里去的道路，且是唯
一的道路。圣灵将盖章4：‘放在我们心里，使我
们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当圣灵作这些工作时，袍赐给我们 －颗
新心，就是 一颗衣想犯罪的心，一颗If神的
心，一颗想使神6'/Jt的心：这颗心会不断地

求问： ［亲爱的天父，航耍我们作什么？ J 
这样，我们就•3.笠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当
我们有了一颗圣灵所赐的新心，一颗愿意行

神的旨意的心时，我们就成了神国的人。
你真的愿意讨神的喜悦吗？

讨论话题：
我们为什么需要 一颗颗『心呢？
我们怎样才能得到一颗新心呢？
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何 一颗新心呢？

能到书｜！那里去，因为袍是那条边路，且是Pit 背诵经文：
一的道路。 我们来背诵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的话，好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詹耶稣。我们必须 吗？这时，我们就会感谢圣灵使我们成为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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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女．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觅神的国．

约翰福古3: 3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榻音： 3: 1-5 

赞美诗：

如果我们求书11住在我们心里， 池不会拒

绝我们的。 F面这首赞美诗告诉我们， 神愿

意我们归向袖。

慈爱的耶稣， 温／I民的羔羊，

我在称的恩手中 ，

救主， 使我成为你样式：

愿你住在我心中。

今后我要传扬赞美你，

终生以事奉称为乐；

这样世人将总能在我身L

看到圣婴基榕的模样。

德告：

Gentle Jesus 

救主耶稣， 温柔叉车II善 ，

看着一 个小孩子： 噢， 圣灵， 求你接受并更新我们的心。

祝福我并记念我；

救主， 让我就近称。

这样， 我们就将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就将成

为奇妙天国的子民。 阿们。

第九部分背诵经文

我们若认自己的辘 ， 书11士在信�
’

的， 始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根。

约翰－ fll:9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r1 愉福音14 :6 

当信主Ifll稣 ， 你和你一 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传16:31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约翰福音：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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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神的儿女应当
如何生活并成长





＠、 目盟
γ可舔象P

神的儿女是新造的人

你还记得亚当和夏娃违背神之前在伊甸 心，袖就会把一 切不好的东西都挤出去。
园里的生活是何等幸福吗？你或许还记得我 在下面几篇课文中，我们还要谈到基督

们在另 一篇课文中学过 一 句经文－神，骨r.f!Jib 徒的成长。
i3$9/J彦flt.iff.A..。亚当和夏娃被选之初是无罪
的，纯洁的。 讨论话题：

但他们向丰111犯了罪。他们违背了神。他 我们如何才能成为「新造的人J呢？
们 一犯罪，马上就变了个样；他们衣Z是纯 在你的心里，你还能看到什么坏毛病呢？
洁无罪的了。他们变得自私、恶毒、好斗、 在其他人身上，你也能看到坏毛病吗？
贪婪 一一并且很不快乐。现在，主Ut7fil俨儿 我们如何才能除去我们心里的罪呢？
的内心深处都是这个样子。和11在我们身上儿
乎看不到袍的形像。

耶稣米就是要使我们的非得赦免， 使
我们重新变为无罪的、纯洁的。当我们接受
耶稣作 为我们的救主，神就赐给我们一颗新
心，就是一颗想为袍而活的心。耶稣要来住
在那颗心里，一 切不好的东两都必须去掉。
这颗新心使你想作良善、公义的事。

但那些坏毛病并不能立刻就去掉！你不
能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纯洁、善良的人， 一 点
罪都不犯了。那颗犯罪的旧心依然 在那里想

要你去犯罪。
一个基督徒必须不断成去。神想让我们

变成耶稣的样子。你知道耶稣是何等良善、

何等慈爱。袍纯净而圣沽，温柔又慈爱，总

是照着父和11的旨意去行。基督徒必须变成那
个样子。他们必须 长成更完全、更强壮的
基督徒。如果耶稣住在你心里，你就是一个
「新造的人j，你兰变得越来越像耶稣。敞
开你的心门，让月ll稣用袍的爱来充满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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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经文：

伟大的传道士保罗曾经对教会写道：
若有人在萎普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哥M二多后书5: 17 

你知道保罗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15:1-5

赞美诗：
下而这首赞美诗告诉我们，丰111是如何使

我们变成新造的人：

我周于耶稣：
我不再属自己：
我所有的一切；
全都只属于袍。
我j虱子耶稣；



有汕大白色的芋，

被庇我的心灵，

谁能伤害我呢？

Glenfinlas 

褥告：

我们的祷告：
主耶稣，求你进入我们的心，进入找们

每个人的心。求你使我们成为诚实、良善的
人。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幸福快乐，找们
就会水远赞美你。阿们。

目吕

神的儿女爱神

有 一 天 明阳在地上时，袍的一个朋
友为袍准备了一 呆在娥的宴席。伯大j忌的西
f j邀的耶稣和袍的门徒赴宴。此外，他连邀
请了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他很爱耶稣），
拉撒路的两个姐姐马利亚和马大，还干了 许多
其他人一起赴宴。

马大部� -Zi'准备饭菜。她很J莓必为可11稣作
这些项。她很爱耶稣！

功利亚也爱可11稣。她想用 一 种不同的方

式来表达她对耶稣的爱。她从家望借米 一瓶

极贵的存宵。月｜：是一 种很好的乔汗，值很多
的钱。她想把这瓶替ff献给耳fl稣。

当所有的客人都坐在宴席上时， 马利
亚沿，n桌子点到日il稣的后丽。然后她打开瓶
子，开始将番奋浇在日II稣身上。她将一些香
ff浇在耳11稣的头上， 一 些浇在 袍的脚上。她
把 一瓶杏百二合法在耶稣身七。她对IIII稣的爱

有那么大！

杏ff的香气充满了警个房间。马利亚跪
.(E耶稣旁边，川j她二是 丽的跃发擦可II稣的脚。

一些客人认为马利亚把香ff那样浇在日11
稣身上真是太浪费了。但她早，jg；.芦t<二步。那
是她献给耶稣的�，是她能给山的最主委芽的
礼物。耳ll稣很喜悦她这样作。

拉撒路也爱耶稣。马利亚、马大、和｜拉
撒路都是耶稣很亲密的 朋友。你知道他们放
ff正在如此爱耶稣 l吗？

!Ill稣 ｝； 过他们家很多很多次。他 们知

近耶稣是何等地良善、慈爱与温柔。他们听

过袍奇妙的道。他们相信袍就是那位神差米
的救上。他们相信她要除去他们的罪，尽管

他们那时还不知迫袖将替他们死。但他们知
涩，!Ill稣很爱最重衍。因此，他们很爱Jfli!.f.

我 们知道，耶稣对我们的爱是如此地
大，克愿意为主比们死在卡字架k。我们该如
何爱袍才是！找们知i且袍却在仍然爱我们，
Iii ft,/ Iii$／都在看顾保护我们。如果我们真是
神的儿女，如果找们真行 －Rllf，ρ，我们就
会爱袍，我们必然爱袍 一一 而且越来越爱
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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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话题：

耶稣为你作了什么呢？
丰i且每夭在为找们作什么呢？
R们能给什么或作什么来向耶稣表明我们的
爱l呢？

圣经中说：

我们爱，因为棉先爱我们．
约输一11,1: 19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12: 1-3 

赞美诗：
下面这首赞美诗谈的是对耶稣的爱：

llll稣，llll稣，只有可fl稣，

才能满足我内心的渴望。
看l卿，我发抨跟随llfl稣，
唯独道行袍的旨意。
因我那颗被袍充满的心
不断II于求，
主l啊，愿你的旨意成就。

Jesus, Jesus, Nichls Als Jesus 

椅告－

亲爱的目JI稣， 毛主I我们想到你对犹们的爱
是何等地大，我们就想安全心地爱你。我们
想要将「｜己放珍货的东两献给你，将自己的
一 切献给称。大父，我们感谢称赐下称的爱
子来作我们的救主。 l唤，衬11啊，我们对称永
远也感激不尽，水远也无法回报称对我们的
爱。阿｛门。

目4}
-- v 伊

神的儿女彼此相爱

你玩游戏的时候，是否说过： 「我先
来！ J ? 

你知道那样说不好。
为什么那样说不好呢9因为你说「我先

来9」就是局局。这样说就是把sa摆在 首
位。

自私不好吗？把自己摆在首位不好吗？
l唤，是的！神说孜们应该把袍放在 首

位。神还说我们应该像爱8 5 一 样地爱那
儿。我们心里的要使我们爱自己超过爱其他
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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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里都有自私，甚至耳11稣 的门
徒也自私。有 一天，他们问耶稣： ［在天国
里谁Jl;j;I呢？ J每个人都想让耶稣说sa最
大。

耶稣必须11'.J尹1'J徒不要臼私。何 一 天，

袍给他们七了 一堂终生难忘的谍。

那是耶稣与门也i： 一 起用的最后 一 次晚
餐，是一 次宴席。在快吃晚饭时，耶稣幸fl袍
的门徒走进来：晚餐已经准备好。他们的脚
上都沾满了灰尘，因为他们只穿着拖鞋。他
们想－ 定会有佣人来洗他们的脚。



但ffl!f!7环顾四周， 只见到 一 壶水和 一 块

毛巾， 并没有佣人． 他们后也不乐意作it佯

葬。 因此， 他们都脏着脚坐到餐桌旁。

这时， .QI!J,f站了起来， ii!把水j�J到盆

里， 并开始洗门徒的脚。 这使他们都感到愧

疚。 想想吧： 他们的天俨耶稣， /lli$9Jl-r,

在作一个f/11，，｛的工作。

轮到给彼得洗脚时， 他说． 「I唤， 不！

/;Ji绝不能洗我的脚！ J但耶稣XJJ9洗了彼得

的脚。 袍给每俨门徒都洗了脚， 并用毛巾擦

干。

洗完脚后， 非!iJ坐下来说： 「你们H叫我夫

子， 叫我主。 我E你们的夫子， 你们的主，

然而我还洗你们的脚。 我洗你们的脚是要告

诉你何应当怎样彼此相爱。 j

他们的芷尚且这样爱他们， 愿意作他们

的份儿， ffl!f!7就更应当彼此相爱。！Ut7也应

当彼此相爱。 我们甚至应当彼此服侍。

我们对别人的爱必须不断长进。

讨论话题：

耳ll稣在哪些方面显叨袍对我们的爱l呢。

我们如何显明彼此相爱呢？

如果我们爱别人， 我们还会说「孜先来！

吗？

耶稣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像我爱你们一样．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一 书4: 7-11 

赞美诗：

约翰桶背15: 12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我们就会尽力去使

别人幸福快乐。 在下面这首赞美诗中， 我们

求神使我们乐意R民侍人， 而不要总把自己摆

在首位：

噢， 主啊， 唤醒我们去关心别人，

完全跟随称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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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我们的爱心，

使我们更关注别人的需要。

柏：救赎我们脱离了绝望，

柏：释放我们让我们分享：

现在我们愿担当邻居的难处。

你的爱激励我们去爱， 去关心。

Canon 

梅告：

（我们一起来求神帮助我们， 使我们有

彼此相爱的心， 好吗？）

亲爱的耶稣 ， 称 是那样地爱我们。 求

祈：帮助我们也能彼此相爱。 帮助我们除去我

们心中的向私， 因为向私就是罪。 这样， 我

们就会因耶稣的名， 尽力去使别人快乐。 阿

们。



自目

神看顾 － tJJ。整个世界都在袍的手中。
月亮和众星也在袍的手中 。 袍看顾各种花 、

鸟，她看顾小孩子，斗也看顾你和我 。 抱着顾
自己所有的百姓，并应许要lfo/却看顾我们 。

圣经中讲述了一 个关于彼得的故事 。 有
一 天，当篮鱼信爱耶稣时，他作了← 件奇妙
的事；而当他早，j亨信靠II/I稣时，马上就跌倒

了 。

耶稣的门徒在湖中的 一 条船 上。那时
是晚上，他们只能借着月光找到划向岸边的
路。这时湖上起了大风暴 。 风越刮越猛。大
风 使 船偏离了航道，大浪开始往船里溅水 。

门徒们很害怕。这次耶稣没在船上 。

正当他们努力却ljfj{j肘，他们突然看到水
面上有 一 样白色的东西，使他们感到毛骨悚
然。

那东西在动，正窃者他们走过来 。 黑暗

中，他们分辩不出那是什么东西。他们吓坏

了。那个白色的东西甚至比反要更令他们害
怕！

这时，他们听到一 个声音 一耶稣的声

音！ 「不要害怕！ j耶稣说， 「是我！ j 
噢，门徒多高兴啊！他们 一 点都不必害

怕了。在水面上向他们走来的是原野 。 在风
暴中，耶稣一直在他们附近看顾他们 。

篮鱼说： 「耶稣，如果if$｛；是称，让我

也在水上走到你那里去。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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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稣说： 「来吧！ j 
篮鱼很快从船橡爬出去。他把脚踩到水

面上时，眼睛 一 直注视着耶稣 。 他也像II/I稣
→样在水面上fjj,苦而不沉 下去 。

但突然风 刮得更猛了，一 个大浪向彼得
打过来。篮鱼把目光，写:ff了耶稣，而去注意
周围的R源。这时他惧怕了。他开始不断地
往下沉…．．．

「l唤，主｜啊，发我！ j他大声喊着。

耶稣抓住篮鱼的手，把篮盒拉上来 。 袍
说： 「你为什么不信我呢？ j然后，他们一
起回到船上。

篮置信等耶稣时，竟能在水面上行走，
何等奇妙啊！只存在他不再注视耶稣，歹τz
信靠耶稣时，才开始往下沉。

我们应当对却信靠Ilfl稣 。

篮鱼 一 点也不必害怕。他所作的是耶稣

吩咐他作的事。当我们去作神和耶稣须要 我
们作的事时，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根本衣

必害怕。神丘吉洋过要看顾我们，袍永远都不
会让袍的应许落空！

我们对II/I i烁的信靠应该变得越来越坚
定。

讨论话题：

篮望如何才能在水面上行走呢？
什么事使他开始下沉呢？



我们生病时应当如何信靠种？
在黑H音中呢？
在工作时呢？
在玩耍时呢？

圣经中说：

惟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

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14:24-31

赞美诗：
下面是一首关于信在耶稣的赞美诗．

神啊，我们生命之主，

箴六29: 25 

年复一年，日复一 日，
我们信靠称，
在过去的岁月里，
在我们 一切的盼望和惧怕中，
我们都看到了你大能的手。
每个新的一天，
当晨曦照亮天空，
主啊，我们都拥有称
永不止息的恩典。

梅告：

Ya tendon 

亲爱的天父，我们有时感到害怕。当我
们害怕时，求柏：帮助我们记住称时刻在看顾
我们。帮助我们永远信靠称。阿们。

自由

当你生H来到时，你一 定很高兴，对吗？
你的生日是个若荡的日子。你或许会得到 一

些礼物 。 妈妈或许会给你一个死锣，奶奶或
许也会给你一个惊喜。

收到礼物是很高兴的喂，对吗？
收到礼物使你高兴。但你知道什么会使

你£�苦笑，而且向兴得多呢？经别人东西比
役到东西更高兴（施比受更何福）。我们给
爸爸 、 妈妈、兄弟 、 姐妹送礼物，因为我们
爱他们 。 试试看，这样做时你自己会有更多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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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献给辩。那会使
我们感到得砌的快乐。你还记得旦旦旦是如

何将另ll美妙的杏n献给耶稣的吗？
很久很久以前，以色列人是非11特别拣选

的百姓 。 有 一 天，神让他们为池边造 一个会
幕 一一 个他们在盟国敬拜袍的帐篷。神告

诉他们的领导人摩西如何建造这个会幕。神
说： 「j、L扩，i,,J.页，蓄的，都可以为我的会将送
礼物来 。 你们l叶以送金、银：你们可以送木

头 、 漂亮的布、和动物皮。你们 也可以送珠
宝和香料……」



你想会有很多人矿，ρ奈，言将礼物献给神

来越造会幕吗？ I典， 是的！所有E抑的人都

疚，首奉献礼物。 他们送来了很多很多东问。

他们把JIH的东西献出来。 由于他们送来的

东西才多， 席西最后不得不让他们不要再送

东西！摩西收到的东西太大超过了建会幕所

布的。 百姓通过自己的行动向书jl:1/P/l他们是

多么爱袖。

他们为什么这样乐意将礼物献给神呢？

因为异，为他们成就了很多事。

神是最伟大的S筋者。 我们所有的一 切

都是袍赐给我们的。 当主音ft7乐意付IH时， 我

们就有点放袍了。 到ll会使我们很快乐。

我们能奉献ft系呢？我们给jff奉献呢？

首 先 ， 我们要将向己全部献给神 。 如

果我们是抑的儿女， 我们就会对神说： 「天

父， 我席王E称。 J那是＆好的礼物， 是和1，喜

欢的礼物。

然后， 因为我们爱神， 我们也乐意给予

忽儿。 我们愿把所有的好东西与他入ff喜言。

我们给穷人送东西，｜到为耶稣爱他们。 我们

送礼物帮助 传道士去各地传扬耶稣 。｛象耶稣
一样， 我们将自己的好育语， 好行为带给周

围的人。

耶稣说， 我们若因；？J爱袍而把 好东西给

予人， 我们实际上是 献给耶稣t!!la. 多么奇

妙l啊！我们竟能像斗利亚将她那极贵的香fJ

献给耶稣 一样， 把我们的东西也其的奉献给

耶稣！我们也能向日ll稣表明我们是何等地爱

袖。 这一切的奉献者fl会使我们感到使哀。

我们要更多地奉献。

讨论话题：

首先，我们应该将什么献给神呢？

我们如何才能将礼物献给耶稣l呢？

为什么奉献会使我们快乐l呢？

我们的主耶稣也曾说过：

施tt受更为有强．

使徒行传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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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不断地奉献。 如果我们因右
’

爱

自ll稣而奉献， 我们将会非常快乐。 神所赐给

我们的将会远超我们所求所恕。 袍将赐给我

们永远的福乐。

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10: 42 

我们怎样才能作剑这一切呢？

赞美诗：

因为我满得恩惠，

我也必须付出：

主啊，因着称丰盛的恩典，

我要将你给我的恩赐，

与周围每个

简要我帮助的弟兄分享。



你的恩典 梅告：
夭夭喂养我，由1敲我， 亲爱的天父，因着称的伟大、圣洁和
故我看到有人缺乏也要与他分字 荣耀，我们赞美称。我们也将臼己的心献给
我的面包，和我熊熊燃烧的炉火， 称。我们将所有的一 切都献给称，肉为我们
也要接他到我家中遮风避雨， 属于栋，我们爱你。我们能将礼物献给找们
使他也能得到安慰。 亲爱的天父和亲爱的救主是何等地高兴啊！

Barbara 阿们。

目J}

圣经中讲述这一 个同王的故事。他名u咀
罗 ，是抖的百姓以色列人的国王。他又高又
大，也很勇敢。他 是一 个好军人。主气丰申让他
作王时，百姓部很高兴。

有 一 天，神的先知l撤母耳对扫罗说：
「神让你去打亚玛力人。他们很邪恶，很残

暴。你打赢了以后，不能让他们的羊、骆驼

或其它 动物抒洒，必须将他们连人带动物兰

IP杀死。」
扫罗召集士兵，奔赴战场。神用扫罗来

惩罚这些邪恶的亚玛力人。扫罗的军队打赢
了这一 仗，他们很高兴。

但晚上书，，对撒母耳说话。他说： 「扫罗
没有昕从我的命令。j

撤母耳很痛心。他不知道扫罗维了什么
事。早辰，撤II):耳到军背去。

当撒母耳走到军营附近时，他听到有声
音。他停下米仔细听，原来是平的叫声一一

]16 

晖，畔，晖！还行牛的叫声 －一一 睬，昨，
眸！应对，他知道归罗所 作的 ’Ji了！

撒母耳急忙走过去，很快找到扫罗 。扫
罗见到撤母耳很高兴。他说： I我己照神所
吩IH的去作了。」

｛旦撒母耳说： 「那我听到的声音－一 羊
的叫声和牛的卢音，是怎么回恨呢？

f I唤，J扫罗说： 「我的士兵留下了一

些最好的动物，想把它们 献给神。他们要把
这些动物作为祭物献给神。j

撤 ／＜）： 耳直摇头。 「神l汾1ft你不要让f:F
何动物仔留，j袍说， 「你没有Jt'iM神的
命 令。因为你没有昕命，袍：！！！拿去你的王
位。J

这时，扫罗痛悔了。他终于认识到顺服
神是须重要的，但已经太晚了。Jt'fM神的命
令甚至比向神lift,更重要。

请你好好想想这一 点！



我们可以将很多钱奉献给神， 也可以将 赞美诗：

很大的礼物献给袍； 但如果我们XIE£袍 ， 下面这首赞美诗既告诉我们要信靠神 ，

我们就会!(ff!I袍 。 那是向袍表明我们爱袍的 又告诉我们要顺服袍。 如果我们不顺服袍，

一种最重要的方式。 我们就不能享受主内的幸福快乐 。

丰1j1 给我们一 条特殊的命令 ， 每个孩子都 当我与主同行 ，

应当牢记。 袍对孩子们说： 「重r.117要在芷f9 在袍话的光中，

剧＇Ulf,t117 #.J .x.' llJ: o J这话的意思是， 因为2 何等荣耀照亮我路程，

要你们顺服父母 ， 所以你们就要顺服他们。 当我肯昕命令，

当你们顺服.x.'llf:时 ， 你们就是JI阪服衔。 耶稣顺 袍就充满我心 ，

服极地上的父母， 抱也要顺服天父。 信而l顿服者主肯同行。

我们应该不断学习顺服的功课。 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 ，

讨论话题：

扫罗为什么违背神呢？

撒母耳如何知道扫罗没有昕从抖的命令呢？

我们如果真的爱神 ， 我们还会违背袍吗？

小孩子为什么要顺服父母呢？

背满经文：

每个人都应该记住撤母耳对扫罗说的那名

话：

昕命胜子献祭．

撒母耳记上15: 22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1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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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得耶稣喜爱， 惟有信而顺服！

然后 ， 我才会在

袍的脚前敬拜，

我就傍袍而同行前路 ，

袍要求 ， 我就许；

袍差造， 我就去，

不要怕， 只要信而顺服。

信而顺服！因为除此以外，

不能得耶稣喜爱， 惟有信而顺服！

当'flt与主同行（ （诗歌三百首》第140首）

梅告·

亲爱的主耶稣 ，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顺服

称。 如果我们信靠并顺服称 ， 我们就会幸福

快乐 。 帮助我们明白称的旨意 ， 帮助我们顺

服称。 阿们。



＠． 目rn

你看过小猫玩耍吗？小猫喜欢跑，喜欢
跳。他们喜欢追着球跑，他们喜欢在地t打
滚。

其它的小动物也 爱 玩耍一一小狗、 小
熊、小举羔一一驰们都爱玩。

//17&7也喜欢玩。
但小孩子 还要命工。小孩子不该层在

玩。小孩子长大了，就该帮着爸爸妈妈作些
事。再妖大一些，就要作更多的事。大人的
全都时间儿乎都要用在工作上。他们必须工
作，因为神是 这样珑的。

当和，，造出亚当和；反娃时，丰l!l将他们安
置在 一个 美丽的花园里。那地方就像 一个
公园。那里有各种花、鸟， 有结各种果子的
树，还有河流淌着消澈的水。但亚当和豆娃
也要伊工。 神对他们说： 「你们必须照笆’这

个园子。J

亚当和:u娃在园子里生活得很幸福。他
们＃.xx作工。对他们来说，照管树木花草和
保持整个花园美丽是 一大乐趣。

但后来罪来了。你知道亚当和夏娃如
何听从了撤但 的话。他们违背了神。MJJ/J以
后，作工变得.xH穿了。书，，将亚当丰nEr娃赶出
了这个花园。他们必须挖土，必须撤种，必

须拔除土里的杂草：这些杂草长得好快！地
里还长出了扎人的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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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7有时也必须努力工作。有时候，
这些工作使我们疲倦。但工作对我们是存益
的。

工作使我们变得您在。我们工作时，身
体就会变得他壮。

工作给我们带来便奈。我们e.xx制作 一

些东西。把工作ftH是 一件很'M/ft的事。
我们可以作工去帮助别人，使他们快

乐。
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为异，作工。如果



我们把工作作好， 神会感到喜悦。 如果我们 建议阅读经文 ：

作工时想着秽， 即使我们工作很辛苦 ， 我们 帖撤罗尼迦后书 ： 3: 10-12 

也会感到快乐。 为袍作工是很奇妙的。

照看神所造的 － 切j －飞鸟 、 树木 、 赞美诗：

花草 、 和动物一 也是我们必须作的 一 项工 下面是一 首关于工作的赞美诗．

作。 来吧， 赶快作工。

四周都涌动着金黄的麦浪，

讨论话题 ： 在收获的田野谁敢闲站？

你能为爸爸 、 妈妈作些什么事呢？ 主人对每个仆人说 ，

你如何才能为神作工I呢？

耶稣作了什么工作呢？

作工为什么对我们有益呢？

「今天赶快去作工。 J

德告：

Ora Labora 

神的一 条诫命说到 ： 亲爱的天父， 求称饶恕我们的懒惰。 耶

;;tE要另�R穿｛1=(,t,-tJl fl(J .I 0 
稣曾作 袍的工， 我们也要作工。 求称帮助我

出埃放记20 :9 们每天都为称作好自己的工作。 阿们。

自由

、 I/

二1小孩子上学时， 他们去学校学习阅读。

他们学习读好。

有很多好书值得读。 这样的书有成千上

万本。 我们只须读好书， 因为要笋的东西太

多了。

有 －；；.书， 多俨儿都应该读。 另ll本书就

是圣经。 在成千上万本书中， 圣经是11重要

的。 为什么圣经如此重要呢？嗯， 因为那是

秽的书。 那是干q1给我们的居一的 一本书。 j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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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这本书能使我们知道自己的地位， 并告诉

我们生活在地上是为了什么。 没有这本圣

经， 对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有真正的了解！

神在很久以前， 在摩西的时候， 就开始

写这本圣经。 你一 定还记得一 些关于摩西的

故事。 他还是个婴孩时， 他妈妈把他放在篮

子里， 又把篮子放在河里， 然后， 埃及的公

主发现了他。 摩西后来成为丰111百姓的 一个伟

大的领导人。

这个摩西是 一 位很爱神的人。 他湾及单



独与神在山上一起度过四十天，

神最初使用＃lf为我们写袍的这本书。

圣灵引导摩西， 将要写的告诉他。 摩西将神

如何创造天地 ， 如何创造地上万物的过程都

写了下来。 他写到了亚当和豆娃： 他们被适

时是何等奇妙， 他们又如何违背了神。 摩西

还写到了神的百姓以色列人： 神如何拣选他

们成为自己的百姓， 并如何看顾他们。

后来， 神又拣选别的人 来写 其它的内

容。 他们在书中写到一 位将要来的救主。 我

们把这些人叫作先知。

后来 ， 神还拣选了 一 些人 一一有些是耶

稣自己的门徒一一来写这位救主怎样来到地

上， 及袍为我们所作的一切。

圣经是一 本书很才的书。 我们不可能
一天就读完它。 我们应该每天读一 点点； 这

样 ， 我们就能 学到丰1t1 想要我们知道的一 切。

圣经是 一 本很奇妙的书， 我们每天读一 点

J击， 一 直到我们须老了， 我们还能从中更多

地认识神。 我们将学到袍是何等伟大的一 位

神， 并懂得我们如何才能为抱而活。

背诵圣经巾的某些章节是很好的。 这样

我们就能在各种善事上不断者注。

讨论语窟：

小孩子为什么都要学习阅读呢？

为什么说圣经是最重要的一本书呢？

我们如何才能帮助其他国家的人读圣经呢？

背诵经文：

神的儿女爱圣经。 他们很乐意读圣经。 先知

耶利米说过：

榕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耶利米ll 15: 16 

建议阅读经文：

申命记11:18 21 

赞美诗：

称的话语照亮我们的路程；

它像一盏闪光的明灯引导我的脚步，

我现在重复我庄严的誓言，

必要注重称公义的审判。

Rockingham 

德告：

亲爱的天父 ， 我们为着圣经这本奇妙

的书而感谢称。 求称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心

里 ， 部助我们明臼它并越来越爱它。 愿我们

永远也不要忘记读圣经， 因为只有通过反复

不断的阅读， 我们才能 认识称。 我们读得越

多， 对称的认识就越深。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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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你听说过牧童大卫即圣经中给我们讲述
了他的故事。他看守父亲的羊群。

卫将羊群领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为
它们寻找好的肯草地。有时候，他将羊群带
到两座高山中间的青翠峡谷。他整天都看守
着羊群，羊若渴了，他就把它们领到消澈的
水边去l喝水。他总是看守着羊群，不让周围
有JI或N俨来捉他的羊或小羊羔。

有时候，当羊群休息时，大卫就奋时间
坐下来。这时，大卫就拿起竖琴来弹。大卫
用他的竖琴创作了很多甜美的乐曲，他也写
作了很多首歌。大卫写了很多歌唱赞美神的
歌。

你看，大卫时时刻刻都在/i!J!.P.神。他
看到周围的111，就想到那位将这些山摆设在
那里的神。他看到草上的花，听到鸟儿歌唱
时，他也想到那位使花鸟如此美丽、如此奇
妙的神。晚上，当羊群进了羊｜到时，大卫看
着天上的星星。这时，他又想到神是何等地

筋才，何等地崇高与圣洁。
大卫经常思想神，因此他长大后成了神

的一个伟大的仆人。神也非常的麦大卫。
我们应该多天都思想神，一天之中要

多次思想神。如果在我们工作和玩耍时思想

神，我们就会努力让丰1f1.g?)il。在我们所行的
一切事上，我们都应该尽力让父神和我们亲
爱的救主耶稣喜悦。那样，我们也能成为神
坚强有力的儿女。

如果我们在玩的时候想到神，我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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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自私、爱生气、或发脾气，我们就会和
善、有爱心，并且慷慨大方。

如果我们工作时想到神，我们就会把工
作做好。要时刻记住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
的牙父，袍非常爱我们。而耶稣我们亲爱的
救主也非常非常爱我们。

如果我们常想到神，我们怎么会去作坏
事呢？我们怎么会不昕话呢？我们怎么会害
怕呢？哪怕是在夜晚的黑暗中？

基督徒应当经常思想神。当他们想到
神多么爱他们时，他们应该唱诗赞美抖。这
样，他们就会成为快乐的基督徒。

大布道家保罗曾说过： 「对我来说，活
着就是基督。J耶稣的爱充满了他的心，因
此他的整个生命都是为日II稣而活。正因为如
此，即使在忠难中，他仍然是快乐的。他的
全部心理、都被Ifll稣占据着（他的心里只有耶
稣）。



常常思想神会使我们的新生命在爱心和 赞美诗：
圣洁方面不断长进。 噢主啊，拉着我的手与称同行 ，

讨论话题：
你今天看到了什么东西使你想到神呢？
保罗是怎样为基料而活的l呢？
常常思想神为什么会使我们变得快乐呢？

先知以赛亚说：

窒心倚赖稼的，栋必保守他十分孚安．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77: 11 14 

以赛亚K26, 3 

这段i击’篇中的「默念j是什么意思l呢？

褥告：

存心谦卑，乐意服侍：
赐给我智慧，帮助我承受
工作的劳苦 ， 生活的愁烦。
心中的盼望发出明亮的光芒 ，

照在越走越宽的路上。
心中充满唯称能赐的平安，

噢主啊 ， 我愿与称同活。
Mary ton 

亲爱的天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多花
时间来思想称 ， 我们就会变得更像称。帮助
我们明向，心里只思想柏：辛I咐：儿子耶稣是何
等美善的事。阿们。

自1

有时候 ， 神的儿女会受诱惑去作坏事。如
果有人让你去作坏事，你知道该说什么吗？
你 必须说［不！J 

有时侬说「不！」 是很难的。
很久以前的某 一 天， 一个坏国王作了 一

个很大偶像，并且让所有的人都必须跪拜这
个偶像。他说它是 一位押。

所有的人都集合在周围，是好大的一 群
人。这时，国王的仆人喊道： 「当1页/JJ..开始
演奏时 ， 你们都必须下拜！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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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乐队就开始演奏。你 想历存的
人都会把那个偶像当作 神来跪拜吗？噢 ，

不！ 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作。有.＝1、年轻
人应到跪拜。他们笔直地站着。

当然 ， 国王看到他们这样作很生气。他

说： 「那些年轻人是谁呢？竟敢在我命令他
们跪下时仍然站着不跪！把他们带到我面前
来！ J 

国王的仆人把这三个年轻人带了过去，
他们是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



国王对 他们说： 「那里有 一 个烧着烈 写很难说「不J时， 我们该作什么呢？

火的窑。 你们若不跪拜我所造的像 ， 我就叫

人将你们扔进另ll 座窑中。 好啦， 乐队还要泌 保罗曾经对他的朋友写道

奏 ， 你电飞必须下拜飞l 你们要靠着主， 倚赖袍的大能大力， ft

三个年轻人摇摇头。 他们说： 「 国王 历易f${].)...

啊， 我们不拜。 我们非奉的是那位；＇tf者H

颊。 我们不能跪拜一 个偶像而向我们的神犯 以弗所肌10

罪。 乐队再演奏时， 我们也衣下拜， 我们的

神会看顾我们。 j 有时候 ， 我们很难说［不j ， 但当我们

他们是多泼的年轻人。 他们敢对国王说 求主耶稣梢助llf， 袍必要帮助我们。

「不！J JJ!l很不简单’他们知道他会把他们

扔：W:那座烈火窑巾。 建议阅读经文 ：

国王,W$｛］这样作了！他非常恼怒！但 但以理113: 19-29 

是， 真奇妙l啊！书11差 一 位天使来看顾他们。

那火根本不能伤挥他们！

圣经中向我们讲述了这三个年轻人的故

事， 因为他们敢向国王说「不！J . 圣经 巾

也向我们讲述了这位尼4日甲尼撤王 ， 当他看

到和11看顾这几位勇敢的年轻人时， 他就fl!美

稽。

有时候， 兹盯必须说「不！J 

有时候， 我们想去作一 些妈妈已经说过

不让作的侣。 这时我们必须说： 「不， 找安

昕妈妈的话。 J

有时候 ， 和我们一 起玩的，,j,f:,(:衔
’

会引诱

我们去作一 些不好的事， 这时我们必须对他

们说「不j。

街时候 ， /Ill（§会米’：； I诱我们违背父母。

这时我们必须对您说「不J。

每次当有人来引诱我们去作坏事时， 找

们都必须说： 「不J。 这样我们就会成为抑

的一 个E绥的儿女。

讨论话题 ：

［引诱J是什么意思呢？

谁'11诱我们去作坏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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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诗·

当有人引诱我们去作 坏事时， 我们可

以求耶稣帮助我们。 下面是 一 首求袍帮助的

歌：

梅告：

天父， 求你夭夭引导我 ，

一旦行走在你的正路；

教导我成为纯洁而诚实的人，

指示我当作的事。

当我被引诱去作恶i时 ，

求你赐给找信心、 智慧与力量。

在我孤立无助时，

求称用大能的手被庇我。

Buckland 

上lffl稣， 当我被引诱去作坏事时， 求

柏：1吉助找说I不j。 赐给我力量去行公义的

恨。 好使我儿iJJ都能家称的喜悦。 也求你帮

助其他的孩子， 好使我们都能在称里面快乐

地成辰。 阿们。



自2

西门和他兄弟旦出捕鱼。他们有一 条 儿」，并将他们带到天国去。这有点像他们
船在加利利海上，还有一 张大网。他们总是 捕鱼 一 样。耶稣 要将他们差派到广大的世界
朋网来捕鱼。 上去得儿，并将这些人领到袍的面前。

当他们将船稍为t1J离岸边， 就把网撒到 耶稣＃事实使他们得人如得鱼 一 样。他们
水里。西门提着网的 一边，安得烈挺着另一 首先跟耶稣学习jp何得人，然后，他们成了
边。 牧师和 传道人。他们到处传扬神的救恩，将

飞他们忙着弄l叫时，突然听到 有人喊他 各种各样的人带到天国去。
们： 「两门！安得烈！J 就在耶稣升天之前，袍对历存的门徒

他们环顾四周，行到 一 个人站在岸边。 说 ： 「你们要 到普天下 去 传扬福音。J因
那是历练。袖在叫他们。 此，袍让所衔的f JtE都要去得人。

「来 跟随我！ J耶稣说， ｛我要叫你们 如果我们属于耶稣，并且有圣兴在我们
得人虫u得鱼一 样！ J 的心里，兹衍也必须去得人。找们必须去传

符人如得鱼 一 样？两fJ和安得烈不知道 扬Ifll稣，好使其他人也能进入天国。世界上

耶稣说的是什么意忠。但他们收趋同月二把船 还有那么多的人衣以双目11稣，也剔装没有l忻

il!J到岸边，下了船就跟从 了耶稣。 说过袍奇妙的爱。他们不知道袍为我们的罪

不远处，另外 一 条船上还有其他人。 雅 死了，并要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友。我们要尽

各和约翰在那里补网．他们的父亲西庇太也 力丘向他们传扬神奇妙的爱。我们这样作就
在那里补网。耶稣走到他们的船旁边停下来 是在得人。
说： 「来fil民从我H巴l J 骂我们学习怎样有j人 时，我们的生命也

稣。
这时，雅各和1约翰放下鱼网，IHM了耶 在不断证�;t.

月II稣想要回门、安得烈、雅各、和1约翰 讨论话题：
西事儿郑重 一 样。你知边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怎样才能「待人如何鱼一 样j l呢？

这些人从小时候起，就一 直用网捕鱼。 我们应该向人们传扬耶稣的什么呢？
他们将 一 些鱼拿问家吃，剩下的他们就卖
掉。他们能够很熟练地用网来捕鱼。 背诵经文：

耶 稣对他 们说，他 们现在 必 须「 捕 我们来背诵耶稣在Jl天之前j(jf J徒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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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你们要去使万民ft我的门徒．

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28: 16一20

赞美诗：

还有很多小孩

从未听说过

耶稣的关怀和1爱，

还有袍宝贵的话语。

斗太福音2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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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告：

我要帮助这些小孩

认识!Ill稣的爱，

这样， 耶稣也会欢迎他们

进入袍天上的家。

Al le Jahre Wieder 

主耶稣， 求你向我们说话， 呼召我们

去为称得人。 指教我们当如何去向别人传扬

栋。 求析：赐福那些到遥远的国家去传扬福音

的人， 好让各处的人都能认识称。 阿们。



IB吕

神的儿女生阳ll稣爱他们，因此，他们
部非常快乐。但奋H、f候他们也会为耶稣的缘
故豆芽。神的很多自姓部为耶稣的缘故受过
辞。

!Ill稣JI·灭后，袍的fj徒开始向人们讲述
耶稣如何为我们的'W而死，很多人相衍了耶
稣，带jl成了基督徒。

司提反是一个 很好的年轻人。他I听到「j
徒讲述自ll稣的事，他就詹了。他爱耶稣。圣
灵充满了4提反的心，使他推罗地爱耶稣。
然后，司提反就开始向那儿传扬耶稣。他想
让所有的人都知足这个奇妙的故恒。他成了
一个「得人如得鱼J的人！

那些把耶稣杀害的坏人l听到司提反传

扬耶稣。他们不想让更多的人 相信耶稣。肉
此，他们应了 一 些人编造谎言来毁谤司提

旁i」i看｛i.他们看到司提反在死之前双膝跪
下。他们看到他拳目望天，并看到他的脸像
牙ff一 样发光！他们听到他说： 「我看到了
耶稣！ J又l听到他说： 「求上耶稣核受我的
灵魂！ J然后，司提反就死了。他的朋友埋
葬了司提反，为他的死而农哭。司提反竟遭
受如此的苦难，他们非常，悲伤。但他们知
道，无论砸过来的石头存多痛，司提反也不
准不传扬耶稣。他们也知道，当司提反看到
耶稣时，他的心里充满了喜乐。而且他们深
知，尽管他们埋养了他的身敛，但他的.P!4f
与耶稣在 一 起。

是什么使这些恶人如此痛恨司提反呢。

因为放但使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恨。你知道，
撤但是神的敌人。他不想让我们去传扬神的

爱和耶稣的爱。
反。 耶稣乡探过袍的门徒，他们必须为袍受

这些人说： 「司提反是个坏人。他讲了 苦。袍还告诉过他们，为袍受苦是存薯的。
一些可怕的事来亵法神，他所讲的都是错误 一个基督徒必须具正爱主，以至于肯为

的。j 袍经受任何的苦难。

百j提反不惧怕。他继续对人们说耶稣:fe
l准一的救主，告诉他们必须相信耶稣。 讨论话题：

但这些坏人捉住司提反，把他拖到城 司提反被石头打死是罪有应得吗？他作
外，扔到路上。然后，他们开始拿石头砸 过坏事吗？

他。他们不停地把大石头扔向讨提反，直到 当有人不让我们传扬耶稣时，我们就不
把司提反打ff为止。 再传扬耶稣了吗？

讨提反的朋友也无法部助他，只能在 司提反看到了什么使他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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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说：

人若困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

样坏话毁榜你们， 你们就在握了！

马太占＇di干5 II 

建议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7:54-60

所有神的儿女都至少会为＆ll稣受一 点

点苦难。 那些不爱耶稣的人们也不会喜欢我

们。 有些人会取笑我们。 有些神的儿女为袍

受过很大的苦难。 很多人像司提反那样死去

了。 那些非常爱神的人也像司提反那样， 当

他们为耶稣的缘故而受苦时， 他们感到很快

乐。

赞美诗：

我们的前辈， 被囚黑暗的监牢中，

但他们的心灵仍是自由，

他们的儿女若像先辈般为称而战，

将享受何等的平安稳妥！

先辈的信心， 圣洁的信心！

我们将至死忠于栋。

St. Catherine 

掷告：

主耶稣， 我们尚不能确知， 如果我们

要为称受苦， 我们是否会快乐。 我们感到害

怕。 但求称帮助我们， 亲爱的主。 我们不喜

欢受苦， 但如果我们必须像司提反那样受

苦， 求中尔使我们也能靠着称快乐， 并使我们

成为勇敢的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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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4

神的儿女
盼望将来的事

大传道家保罗年老时被关在罗马的监狱 难，我们知道这些忠难只是暂时的。我们知
里。他在狱中度过了很长的时间。罗马的统 道这些患难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盼望将
治者非常邪恶，他派士兵看守保罗。过了一 来的事，盼望耶稣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
段时间，他把保罗森了。 方。

保罗作了什么坏事呢？ 保罗那in自己即将死去，但他并不害
噢，保罗不是因为作了杯事而被关在监 怕。他深信耶稣会放Z爱他，也深信耶稣 一

狱里。他被关在监狱里是因为他传扬Jf1J.簸， 定会把他带到天上。他盼望将来的奇妙奖
正如司提反 一样。恨神的那些人想让保罗信 赏，因此他很快乐。
J.t传讲耶稣的事。因此，他们编造谎言毁谤 我们也应该盼望苏装的事。这样，我
保罗，并把他关进监狱。 们今天所遇到的患难就不能夺去我们心中的

你想保罗在监狱里作了什么呢？ 喜乐。我们即使很穷也没关系，因为将来我
他!J{g传扬耶稣，他甚至向看守他的 们会变得E存。如果我们有lf/JH，我们就E

士兵传讲耶稣的事。朋友来看’他，他又向他 经很富有了。我们即使有病也没有关系；将
们传扬耶稣。他给各个教会写信 很长的 来孜们在天上 一 切都会很好，而且永远衣厚
信，告诉他们如何为耶稣而活，及如何靠主 生病。别人耻笑我们也没有关系；当耶稣来

喜乐。 接我们回天家时，我们将与耶稣永享幸福快

保罗不因他所受的患难而抱怨。你 知道 乐。
他说过什么吗？他说： 「我的这些患难 一 点 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奇妙的事。袍 在

都不要紧！这些都是暂时的。我所盼望的是 耶稣里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的道路。将来还有

当这些忠难都结束了以后神要给我的奇妙奖 很多更奇妙的恩赐一我们无法想象的奇妙恩
赏！ J他说， I即使我ff了，我会到耶稣那 赐。
里去，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耶稣 我们想到这 一 切 ，就愿意成为良善的
从死里复活了，袍也要让爱从死里复活。袍 人，就希望长得越来越像耶稣。

要赐给我一个新的身体。我将与袍ik运活在
荣耀中！ J 讨论语慰：

作神的儿女是一 件很美好的事。神的儿 有什么事能阻止耶稣对我们的爱吗？
女在5何必万都是快乐的。如果我们遇到忠 我们如何知道袍会永远爱我们呢？

128 



袍正在为我们预备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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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一 书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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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

当

我

但稣

样

赞美诗：

因着袖自己救赎的大爱，

我们终将亲眼看见袍 ，

因为那至亲至善的婴孩，

本是我们天上的主：

袍要将自己的儿女，

领回袍先去的地方。

我们将再见袍，

不是在贫寒卑微的马梢，

而是在天堂，

在那里，袍坐在神的右边；

在那里，袍的儿女头戴冠冕如众星，

身穿臼衣环绕在宝座四周。

Irby 

椅告：

主耶稣，我们何等高兴，因为没有任何

事情能阻止称对我们的爱。我们想长得越来

越像称。想到柏：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奇妙

恩赐，我们何等快乐！阿们。

第十部分背诵经文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吾f林多后书5 17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约翰一书4 19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 样。

约翰桶音1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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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有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

箴吉29, 25 

施比受更为有福。

使徒行传20, 35 

昕命胜于献祭。

撒ilJ耳记上15, 22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 切的工。

出埃及记20, 9 

称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

耶利米1-\15, 16 

坚心倚赖柏：的， 称必保守他十分平安。

以赛亚l-126, 3 

你们要靠着主， 倚赖袍的大能大力， 作刚强的人。

以弗所116, 10 

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马太福音28, 19 

人若因我辱骂你们， 逼迫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马太福？平5 11 

神为爱袍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古f林多li1f书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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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神帮助袍的儿女
为袍而活



＠咱 IB目

我们需要帮助
来为神而活

有 杂喀又长出来了。 这些杂草从哪里茨的呢？

时候， 妈妈会对你说： 「我希望你现在 它们是从地里的杂草秽俨长出来的。

｛乍 一个F孩子。 J 我们的心里有军必渺俨， 它们总想要抬

这时你对她说你会作个好孩子。 你确实 头。 我们每天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袖就赦

您作个好孩子。 但是， 你常常还会作一 些 坏 兔我们每天所犯的罪， 但第二天我们又去犯

事！ 罪 。 即使我们有了新的生命， 将恶的种子仍

如果我们是 神的儿女， 袍也期望我们作 想生长 。 因此， 我们伊衣g一 直为普而不作

个好孩子。 坏事。

flfl对我们 说： 「你 必 须爱我超过 一 这是 → ·H很悲哀的事。 我们应该一豆主

切 。J袍还说： 「你必须爱人如己。J 为神而活， 并且不断地赞美袍， 但我们常衣

但我们霜’矿忘记要爱神越过 一 切。 我们 fl!； 何时候， 我们甚至不疲这样作 。 这是罪

何等自私！我们总是最爱Sc， 而不会像 爱 恶种子里最坏的一 种。

向己一样地去爱别人 。 大布道家保罗在给罗马的朋友写信时对

丰111说你不可说谎， 你不可发愁， 你不可 他们说， 当他想到罪总在他心里发生时感到

生气， 或自私， 或违背父母 。 但我们还是会 很痛苦。 他说： 「我不，锣犯罪， 但我却忍若

若信这些事。 而且经常如此！ 犯罪。 J

甚至大布道家保罗也并非作得很好。 彼得非常勇敢， 即使把他关到监狱里，

尽管大卫非常爱神， 他也有 不好的 时 他也决不停止传扬耶稣， 但彼得知道自己心

候 。 里有罪在生长。

}'£1雪儿 一 直都好。

为什么为祥如此之难l呢？ 讨论话题：

为善难是因为j宫殿努力tN窟， 甚至在我 今天有哪 些 罪恶的 种 子在你心里生长

们有了新生命后仍是如此。 我们的心里满了 呢？

罪恶的利’子， 并且它生妖得如此之快！它们

就像杂草和，，子一样。 背诵经文：

你有时候 也帮助妈妈拔花园里 的杂草 生直是 一 个 很 爱＆ll稣的门徒， 他曾这样

吗？你今天可以把杂草都拔净， 但明天新的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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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JYV V伊

只要我们求天父
袖就会帮助我们

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款，真理不
在我们心里T.

约翰一书l 8 

既然罪的势力如此强大，罪恶的种子又
不断在我们心里生长，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帮助。我们想除掉罪！

在下 一 篇里，我们将学习神如何帮助我
。］

 
，．句ll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一书1 7-2: 1 

赞美诗：

若靠自己的力量去争战，
我们必定失败。
但有一位义人站在我们旁边，
袖是神亲自拣选的人。
若问那人是谁？
就是耶稣基督；
袍的名字叫万军之主，
世世代代永不改变，

自由

丰也必要大获全胜。

尽管这世界有万千鬼魔，
引诱我们继续作恶，
我们必不惧怕，因为神己定意，
要借我们彰显袍的真理。
黑暗之君狰狞，
我们并不动摇；
因知他的末日已定，
我们必能胜过他的怒气：
微言 一句即可置他死地。

Ein Feste Burg 

掷告：

（我们现在双手合十来求神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好吗？）

亲爱的天父，我们想作个好孩子，我
们也在努力去作个好孩子。但我们仍常常作
恶：求称 因耶稣的 名赦免我们今天所犯的
罪，并帮助我们拔除心里罪恶的毒草。我们
需要称的帮助，因为我们靠自己实在是无法

作到。阿们。

耶稣对袍的门徒说过，无论我们向天父求 耶稣给袍的门徒讲了 一个小故事。 袍
什么好东西，袍都会赐给我们。因此，只要 说－ I假如有 一个朋友深夜来看你。他从很
我们求袍，袍 一定会帮助我们作个反F孩子。 远的地方来，非常饿。你想给他 一 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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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但你家里没有饼了： 晚上商店也都关门 的若是对我们有益处的， 袍必要赐给我们。

了。 我们的天父Jnj.i我们很难一 直行善。 袍

这时， 你会到另 一 个朋友家里去， 向您 也Jnj.i我们很难照着我们所应当的去为袍而

要 一些饼。 你去敲他家的门。 你的朋友醒来 活。 袍知道我们是软弱、 有罪的人， 但袍想

了。 你对他说： I我的朋友， 你能给我一些 要我们为袖而活。 袖也很乐意帮助我们拔除

饼吗？我有 一 位客人， 他饿了， 但我没有东 我们心里罪恶的杂草。

西给他吃。j 首先， 我们必须将心里的这些罪恶jpfft

你的朋友会说什么呢？他会说： 『噢， 至H'i神。 然后， 我们必须求神来系111/J我们。

不 要打扰我， 我已经上床了。 我不想起来给 我们必须求袍使我们d冒F，言消除这些罪恶， 并

你饼了。j他会这样说吗？ 且赐给我们行公义的力E。

不， 他 不会那样说 。 如果他真是你的 我们必须求袍赐给我们力量来应经 一 切

朋友， 他就一 定会起来把你需要 的饼都给 不义的事。

你。 j 我们必须求袍用E来充满我们的心。 如

耶 稣告诉门徒， 伊就是那样子的。 神 果我们非常非常爱袍， 作个好孩子就衣爱太

提衣会说： 「不要来打扰我。 J当我们向池 难。

求所需的东西时， 袍必不会拒绝我们。 神是 我们必须求袍赐下至二号来住在我们心

我们:/JR的朋友。 书11甚至/Ui:1我们最好的朋 里， 5／阜我们走正路； 赐给我们力E， 使我

友： 袍是我们的支立， 袍爱我们。 我们所求 们每天都能为天父、 为耶稣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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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向神求这些东西， 袍都会经我

们， 因为袍已经应许， 要 将ff何对我们有益

处的东西都赐给我们。 但我们必须从内心深

处lilfft想 要作个好孩子。

讨论话题：

我们无论向神求什么， 袖都会给我们吗？

袍必要给我们什么呢？

袍如何知道哪些是对我们有益的l呢？

耶稣说：

你们新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寻觅．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一 书5: 12 15 

赞美诗：

让我们以喜乐的心来赞美神，

因为袍本为善，

因为袍的怜悯永远长存，

永远信实， 永不动摇。

马太福音7 7 



凡有气息的袍都喂养，

袍以丰盛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因为袍的怜悯永远长存，

永远信实，永不动摇。

Louez Di eu Tout Hau temen t 

掷告：

亲爱的天父，称知道我们想为中尔而活。
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去行公义的事，并能拒绝
－切 不义的事。求你因耶稣的名使我们的心
里充满对你的爱，并差下圣灵引导我们走正
赂。阿们。

自7

圣灵帮助我们

耶稣说过袍要在我们里面。袍也差下圣灵
来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是专门来帮助我们 为善的，袍告诉
我们当作什么事。

布道家保罗 去过很多城市传讲耶稣的
事。他也去过加拉太；加拉太很多人都信了
耶稣，成了基督徒。这时，这些人当然也愿
意为神而活。

但过了 一 段时间，当保罗离开那里后，
这些加拉太人就开始争吵。他们二：f!Jtc了按照

神的儿女应当的那样去生活。他们没有照自

己所当作的去彼此相爱。有些人很自私，有
些人有嫉妒心。

保罗昕到了这些事，就为他们不作好事
而感到很痛心。他给他们写去一封信。我们

还能读到那封信。它收在圣经里一一就是保
罗革t/JP/Lk.J...的信（即加拉太书）。

在另ll封信中，保罗对那些加拉太人说他
们 不应该争吵，不能再自私、嫉妒。然后，
他又告诉他们神会如何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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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对他们写道·如果你们靠圣灵疗
事，你们就不会作这些事；如果你们靠圣灵
行事，你们就会结出圣灵的JR乒。

保罗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噢，你知道 一 棵好苹果树会结出好苹

果， 一 棵好梨树会结出好梨子。!1tft7的好果
子 是从我们心里所存的美德结出来的 如
仁爱、良善、其实、快乐，及所有其它的美
德。如果二否定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在结出
这些好果子。你知道，圣灵住在每 一个爱耶

稣的人心里。
但有时候我们乎可能结出这些果子。有

时候，神的儿女也像 一 棵坏树一样结坏果
子一一如恼怒、嫉妒、仇恨一一正像加拉太人
所行的一样。保罗 说，如果你们!Vf)J..圣灵，

作他所盼秽你们作的事，你们就会结R果
子，而不会结坏果子。保罗对加拉太人所说
的要靠圣灵疗事就是这个意思。

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就芬兰不可能 为
神而活。袍使我们，警作个好孩子，袍也告诉



我们如何作个好孩子。 袍通过神的话语一一

圣经一一来告诉我们。 当我们反圣经时， 圣

灵会帮助我们明白它的意思， 并告诉我们如

何在生活中行出来。

讨论话题：

你今天作过什么不好的事吗？

我们明天如何才能不去作坏事呢？

圣灵是谁呢？

背诵经文：

保罗也告诉那些加拉太人， 如果我们靠圣灵

行事， 就会结出什么好果子来。 他写道：

圣灵所绘的栗子就是仁爱、 喜乐、 和

平、

加拉太书5: 22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15: 1 5 

赞美诗：

我们把下面这首歌作为一个祷告献给圣

灵， 好吗？

恩慈的圣灵，

愿你光照我的心，

除去我一 切因罪而来的恐惧，

用称属天的爱来充满我。

赐给我生命与平安，

作�心显得救的确据：

求称亲向住在我心内，

赐给我永远的安息。

糖告：

我们的祈祷·

Cu Ibach 

圣灵， 求你帮助我们听从称并行在正

路上。 在我们阅读圣经时， 求莉：帮助我们明

白， 好 使我们知道当如何去为天父而活， 如

何去使我们亲爱的救主喜悦。 阿们。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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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求袍，天父就帮助我们为袍而 各地方。 然后，怕他们一 起祷告。制他
活。当我们靠圣 ：，）.＿ 行事，圣灵就帮助我们。 们拷告，也为主苦仰持f斗。
神的儿子耳II稣也帮助我们，袍为我们劳多， 即使JJetE袍仍在为我们椅告。请你想 一

为袍所有的儿女祷告。 想 fill稣从夭上观看我们并为我们祷告。
我们看不见耶稣，袖在天｜二；但却能看 袍知道我们的；�／，1耍，袖知迫我们何时受诱惑

见疫衍。袍从天上垂顾找们。袖看到我们所 去作坏啊。袍也知i且我们努力行义有多难。

作的 一 切事。她 一 直看到我们的心显。袖1± 我们犯罪时，袖在牙，·，n我们。袖求天父保守
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什么时候爱袍，什么时 孜们脱离罪，使我们彼此相爱，并使我们成
候，锣作个好筷子，袍都知道。 ；」圣洁。

袍为我们祷告，袍求父书11保守我们远离
罪。 讨论话题：

有 一 犬，当耶稣还在 地上时，袖对彼得 fill稣在哪里呢？
说· 「撤但想要待着你。他将会尽力来得，n 袖在作什么呢？
你。但我己经为你祈求！ J耶稣不想让撤但 袍如何帮助我们为神而活呢？
得者彼得，因此，袍为彼得祈求。fill稣E彼
得。 背涌经文：

彼得必�向日II稣犯了罪。他与可以耶稣。 耳II稣在袍的祷告中这样对天父说：
他因为害怕，就说他甚宅不以只耶稣。这使 疫功危fl7tlf 5ft ..…. JfJ；珍 品＃历筋！＃！.€ $(] 
!!fl铁饭也心。 人祈求：因他们本是榕的……栋的，也是我

但犯罪后，彼得痛悔了。他痛悔地哭 彤。
了。耳11稣赦免了彼得，他仍然属于耶稣。尽 约翰树／｝ 17, 9, 10 

管撤但让彼得向日11稣犯了罪，但他并／£存衍
着彼得。 建议阅读经文：

从那以后，彼得对J.ffl稣的爱比以前更深 约愉福背17: 9-15 

了。他感谢耶稣为他祈求，感谢耶稣保护他

没有让J阳旦得着。 赞美诗：
耶稣刀’天之前，袍与门也g交谈了很长 4 耶稣曾说过袍是我们的好牧人。尽管袍

段时间。袍告诉他们，袍将去天上为他们顶 在天上，袖现在仍是我们的好牧人。袖右顾

137 



保护我们，袍为我们祈求，正如下面这首歌
中所说·

月ll稣，羊群的好牧人，
保守你的羊羔布jl安稳：
你的能力大而无比，
没人能从你手中夺走我。

慈爱的牧人，ll｛刻看顾，
教称羊羔听称话语：
保守我脚步永不偏离，
另ll虽窄确笔直的正路．

4警告：

Orientis Partibus 

耳ll稣，慈爱的牧人，求称继续为我们祷
告，好使我们努力向善，为称而涡。帮助我
们尽心、尽力爱你，并像爱自己 一 样地爱别
人。阿们。

自由
γv v仰

天使看顾保护我们

你从未见过天使，我也从未见过天使。
天使是个J言。我们看不J{!灵。
很多年以前，当神要传达→ 个特别的信

息时，袍有时差派一 位天使到地上去传达那
个信息。这时她给天使 一 个jJ敛，好使人们
后看见袖。

你 一 定还记得天使如何下来把耶稣降生
的消息告诉牧羊人。然后，他们又看到一大
fl).天使在天上唱歌。有很多很多犬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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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是/IllR9锣笋，是神的仆人。圣经告

诉我们，神有时候仍然差派天使下来帮助袍
的百姓，尽管我们从未见过这些天使。

很多年以前，当种把袍的百姓以色列入
领1:IJ埃及H才，袍派一 位天便给他们领路。袍
造出 一 朵很大的云，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
天使就在云里。当天使让云移动时，百姓就
跟着走。当天使让云停下来时，百姓就停下
来休息。



有 二天，主主法老王率领所有 的军队

来追赶且主至1的百姓， 袍仍想让神的百姓

作他奴隶。 这时， 天便将云移到以色列人 的

!ff iifi。 这朵云总在监鱼li人和：埃及军队的中

间。 这样 ， 埃及人就不能伤害以色列人。

天使行了很多神迹。 耶稣从死里复活

以后， 一位天使将坟墓门口的石头移开。 这

样 ， 耶稣的朋友就可以看到坟墓是空的 。 一

些来到坟前的妇女/fJ[!了这位天使， 天使告

诉她们耶稣己经复活了 。

有 一天 ， 彼得因为传扬耶稣而被关在

监狱里。坐鱼的朋友认为他们再也见不到他

了。 他们为他祷告 。 那天晚上， 当彼得正在

监狱里睡觉时， 他感到有人拍他的肋旁。 他

醒来→看， 见一位天使。 天使松开锁在彼得

手上的锁链， 又为篮直打开监狱的门。 看守

监狱的人 甚至没有听到彼得走出去。 而彼得

的朋友看到篮鱼又来到他们中间， 是何等地

快乐啊！

耶稣曾告诉袍的门徒， 有得砌的天便看

顾神的每个儿女。 多么奇妙的事啊！天父告

诉这些天使如何看顾他的儿女。

当我们想到神为了帮助我们所做的 一

切， 袍甚至差遮天便来看顾 保护我们， 我们

该何等地感恩！我们多么想为袖而活 ， i才袍

喜悦啊！我们越是努力讨袍喜悦， 我们.JJJJE

幸福快乐。

讨论话题：

我们为什么看不到天使呢？

我们为我们作什么事呢？

他们昕谁的话呢？

经上说：

西4也要为你盼附袍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

切道路上保护你．
1辛r.\91 ，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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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12: 5-11 

赞美诗：

下面是一 首晚上唱的赞美诗

臼日刚才过去，

黑夜正来｜悔；

悄然横断天际 ，

几许黄昏影。

经过漫漫长夜，

愿天使张开

他们洁白羽翼，

保护我安睡。

黑夜来 l陆l:l): （《普天颂赞》第487首）

稽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你差下来天使保

护我们 ， 尽管我们看不到他们 ， 但我们知道

他们就在我们周围看顾我们， 因为我们属于

你。 当我们知道有天使在时刻保护我们时 ，

我们就决不会惧怕。 阿们 。



第十
一

部分背诵经文

我们若说h己无罪， 便是自欺， 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一 111 s 

你们祈求， 就给你们： 寻找， 就寻见。
马）＜：耐音7, 7 

圣灵所结的呆子就是仁爱、 喜乐、 手II平、 ．．．

加拉太阳5, 22 

找为他们祈求… …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树求， 因他们本是你的……你的， 也是我的。
约翰树音17, 9. 10 

庆l袍�为你吩l咐袍的使者， 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i年篇9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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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

向神祷告



7田

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你还记得我们前面学过的神的性情吗？还
记得袍是何等地筋片、何等地二f;'Jt、何等地
大能、能看到并知道一 句Hn41导怕吗气

尽管袍 是 如何的伟大与圣洁，而我们
如此渺小且罪恶深茧，但我们却可以向袖ift
坊。我们祷告就是向袍说话。

非也听我们的部告，这时何等奇妙啊！

父 神是 耶稣的父，也是 我们的父。耶
稣是抑的 － 个特殊的儿子。耶稣在地上时，
袖常向袍的父祷告。有时候，lfll稣在天还没
亮就赶早起来祷告。非也喜欢单独与袍的父交
谈。何时候，袖在晚上一 直祷告到很晚。街
一天，非l!l晚上爬到一 座山上，在那里整夜向
神拷告。

我们若信耶稣，天七的衬l也是爱仰的

父。袍盼望1€117向袍说话。袍希望我们把自
己的一 切都告诉袍，就像我们的爸爸妈妈希
望我们把一 切告诉ftE117 一样，如我们喜欢什

么，或我们正在作什么恒。我们应该经常向
我们的天父祷告。

他们说： 「主啊，求你教兹衍如何祷告。J
他们知道神非常伟大，他们简直不知道如何
向袍祷告。耶稣告诉他们要像下面所说的这
样裤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榕的名为圣．
愿栋的国降临z
愿稼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兔我们的傻，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R碍我们遇见试探z救我们践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稼的，直

到永远．阿1!7.

我们应该像上面这样祷告一一首先，我

们赞美神：然后，我们向袍求我们所需的东

西．然后我们再次货主必。

袍昕我们所说的话。然后，找们也必须 讨论话题：
l沂梭所说的话，就像我们与爸爸妈妈谈话时 我们再来读上面这篇主祷文，并一起来讨论
昕ftE117说话 一样。我们的天父＠答我们。我 耶稣在这里教我们求什么。
们听不到袍向我们说话，但袍通过圣经中午也
的话语来回答我们．袍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回
答我们：这时，袍边过在我们心里的圣灵向 背诵经文：
我们说话。 我们 一起来学习并记住主持文的第 一 句话，

有一天，目ll稣的门徒看到耶稣在祷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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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天上的父z愿人都尊榕的名为
圣．

马太福／｝6, 9 

使我们的心成为称的居所：
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成圣，
每天陪伴安慰我们。

建议阅读经文：

肺立比书4: 6, 7 

圣善的圣灵，圣善的圣灵，
用称的恩典时刻激励我们。

Picardy 

赞美诗：
下面这首赞美诗可以作为我们的梅告：
亲爱的父，伟大的造物主，
我们谦卑下拜称j向前：
向着栋的宝座，因着你一 切恩典，
献上我们欢乐的颂歌。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
求称悦纳我们的歌声。
圣善的圣灵，我们的劝慰师，

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称，因为称是如

此地伟大，如此地奇妙。能借着祷告向柏：倾
诉我们的 一 切，这使我们感到很快乐。求柏：
赐给我们今天所帘的 一 切，并在晚上看顾保
护我们。为着我们所拥有的 一 切，为着我们
玩耍的乐趣，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感谢称听
我们的祷告。求称帮助我们听称的话，帮助
我们来赞美栋。阿们。

LlTI 

你蛐王后坠里且…？ 且且听叫叔很伤心，就打发 一

以斯帖是 一个美丽的王后。她也是神的 个仆人去问他是怎么回事。他就将哈曼所
百姓以色列人。但国王亚哈随舍不是抑的百 要作的事告诉她。他对以斯帖说： 「你是王

姓。 后。你必须去国王那里求他不要让哈曼作这

有 一 天，亚哈随鲁王的 一 个恶仆哈曼 事。J

想杀害所有神的百姓，他恨神的百姓以色列 末底改心想神让以斯帖作王后或许正是
人。国王对这个邪恶的ilfr曼说，他想作 ft三 为了成就此事。
都可以去作。国王很喜欢哈曼。 以斯帖军仿去见国王。她对末底改说：

以斯帖的叔叔末底改听到了哈曼所要作 「国王不准让fxfiil.J..去见他，除非他召那个

的事，他和所有神的百姓都非常伤心。但以 人去。我若去找他，必定会死，除非国王向
斯帖王后还不知道这件事。 我伸出金杖。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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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再没有别的办法能拯救神的百姓了。 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心里充 满 了对袍的

因此， 以斯帖终于还是去见国王。 噢， 她好 爱， 这样， 我们就只去求那些袍所喜悦的

!ff ftl。 但罔王 见到她时甚8'/it ， 笑着向她伸 事。

出了金杖。 他说： 「王后以斯帖， 你想要什 当我们这样向天父褥告时 ， 斗也就1页，言让

么呢。J 我们可靠近袖 。

这时 ， 以斯帖求国王帮助她， 这样， 她

就拯救了她的同胞。 讨论话题：

国王只是 一 个儿 ， 以斯帖尚且惧怕去 引我们通向神的唯一道路是什么呢？

见他： 那么， 主i!1NJ7去见这位统治天地万存 我们今天想向神求什么呢？

的万主之主 ， 万王之王时 ， 更当恐惧战惊。 我们如何用所求的这些东西来赞美袍l呢？

当我们想到神是何等地伟大与圣洁 ， 而lfft7

又是何等渺小并且罪恶深重时， 我们就会惧 建议阅读经文：
怕。 肺立比书2: 9 11 

但我们平，£，惧怕 一 只要我们按着IH曹M

方法去靠近袍就不必惧怕。 神已经为我们开 赞美诗：

7一条道路。 比起亚哈随鲁王向以斯帖王后 下而是一 首歌颂耶稣圣名的赞美诗：

fi:11出金杖来 ， 利l预备的这条道路要奇妙得 有膝都当跪下，
多 。 我们可以奉11/fif fig .g靠近神。 崇拜耳ll稣名，

你还记得耶稣曾对门徒说过「我就是边 有舌都当承认，
路j吗？＋也是通向神的旅一的道路。 我们H 袍是荣耀君：
有奉袍的名才能靠近神 。 斗也是太初其道 ，

此外， 亚阶随台是 一 个残暴、 邪恶的 斗也是真光明，
王， 而神充满了慈爱与怜悯。 我们称袍主宰，

有一天， 再IS稣对袍的门徒说： 乃父所欢欣。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袍必因我的名赐给

你们。 可提电量1

崇拜圣名歌（《普天颂赞》第51首〉

约翰福音16, 23 
伟火 、 圣洁的 神， 我们只有奉耶稣的名

才能靠近称。 耶稣为我们死了 ， 我们何等喜

这是一个奇妙的应词，。 乐！我们现在知道你要赦免我们的罪， 垂昕

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是什么意思呢？这意 我们的祷告。 求称帮助我们， 使我们快乐 ，

味着我们相信耳il稣为我们死了， 意味着因！ill 使我们所求 、 所耍的都能使称和我宝贵的主

稣的缘故我们的罪己得赦免。 可II稣喜悦。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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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
-'-J' �＂ v伊

我们应当在哪里祷告呢？

开罗门是 一 个非常聪川同玉，他峦｜叫
富有。他为神述了一座美丽的圣殿。

神称这座圣殿为「祷件之殿J
当这座美丽的圣殿建成时，所罗门王令

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到耶路撒冷来。
那是多么快乐的 一 天啊！人群挤满了耶

路撒冷的街道。他们都上山去看这座美削的
圣殿。他们带来祭物焚烧在祭坛上作为献给
神的礼物。他们唱歌赞美神，又向和jliW薇。

所 有 的百姓都在 一 起祷告．所罗门王
站在 一 个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向天举起双
手。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l啊，天上地
下没有神可比你的。j他友，ρ地M.莫神。

然后，所;J>＇ 门王向书11跪拜。他领着召姓
祷告。他拷告了IN走时间。他有多少话 J.l!：对
种说，有多少事要祈求书111啊！他求神赐福袍
的百姓，赐福这座美丽的 rt手乡z!llJ

今天，我们没有圣殿，我们何教堂。

有时候，我们把11堂也叫作［将告之殿J。

我们知道神在那里，当我们在那里向袖祷告
时，袍l听我们的祷告。

但我们也可以在其它地方向袍祷告。我

们在家里可以祷告，在学校可以祷告；甚至
当我们玩耍时，当我们走在街上时，我们也
可以祷告。衬1元；�衣症。无论在l/¥.f/1，我们
都可以向袍祷告。

教堂是 一 个特别的 祷告之地，因为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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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里，神的百姓 －.i祷告。神喜欢袍的百姓
走到一起来向非tll椅告。

有时候，你与爸爸妈妈一 起椅告。全家
人 可以在 一 起祷告。全家人都爱神，并在 一

起体告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但你也可以－ 1、儿砖竹。无论tEWJ/1,

你都可以祷告。无论你在l/¥.f/1椅告，抑郁
听。特别是在晚上，你会喜欢一 个人跪在床
边向神椅件的，这时只有翔在看看你。你 一

定还记得耶稣如何在晚上跪在黑暗中祷告的
斗fl吧。

讨论话题：
当圣殿边成后，所罗门王作了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将所街的百姓{3来呢？
我们何时一起祷告呢？
今天你一 个人在哪里祷告IYd?

背诵经文：
保罗对他的助手提摩太写道：

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铸
.H=. 
F写’

建议阅读经文：
列王纪上8: 22-24, 26-28 

提赔.I,:.前书2, 8 



赞美诗：
同是这位伟大的神，
袍l沂耶稣的祷告，也听我们的祷告；
袍是我的天父，她要保护
袍的孩子度过每一天。

Chi ldho。d

祷告：
天父，尽管我们很渺小，但无论我们在

何处，你都昕我们的祷告。每次当我们有需
要时，求称帮助我们记得向称呼求。每当我
们想到称是何等伟大时，求你帮助我们在祷
告中赞美栋。阿们。

1)吕
γv v伊

我们应当如何祷告呢？

你阳时是杏双手合卡，并且闭上双眼
昵？

这时一 种fNH的祷竹方式。我们双手什
卡，就可以在我们与神交谈时不让手去作不

该作的事。我们闭上双眼，就可以在我们栋
告时不让眼睛去看不该肴的东西。我们双手
合十，闭上双眼，这样，我们祷告时就只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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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只关注我们向神所说的话。
但街时候，我们平，m双手合卡，，闭上

双眼，也可以向书11椅告。
尼希米是个神百姓的 一 员。他住在很远

的波斯，是波斯国王的仆人。他的工作是给

国王端酒。
有一天，尼希米的 一个兄弟来看他。尼



主±向他问起神的百姓和神的城。 或工作时也可以祷告。 多祷告会使我们成为

他兄弟说： 「百姓很穷， 并且遇到了难 若l,i使厉的基督徒。

处。 耶路撒冷的城墙破旧不堪。 城门都被火

烧坏了。j

尼希米听到这些很伤心。

当尼希米到国王那里去给他端酒时， 国

王说： 「尼希米， 为什么你看上去如此悲伤

呢？你很伤1£） 吗？J 

尼希米说： 「l唤， 王啊， 我不能不悲

伤。 我的同胞所在的 那城到处破旧不堪， 城

门也都被或烧毁了。J

国王说： 「你想作什么呢？J 

这时， 尼希米就祷告。 i,UEJJ/l 1' it!!万，

当他站在国王面前时， 他就向神祷告。 那

时， 他并不能双膝跪下， 也不能双手合十或

闭上双眼。 他就搭在那里， 他求神使国王对

他开恩。

他一遍祷告， 一遍 对国王说： 「王若喜

欢， 我想回到自己的祖国去。 我想帮助我的

同胞把那城建好。J

国王真的if尼希米去了。 神听了尼希米

的祷告。 国王甚至派了一 些士兵与尼希米一

同去。

丰1j1应允了尼希米在与国王谈话时所作的

祷告。 袍使国王向尼希米开恩。

尼希米并没有大声祷告， 他在心E祷

告。 只有神能听到， 而国王一 点也昕不到。

我们衣用双手合卡， 闭上双眼也可以在

心JE／；苦乡。 我们玩耍时也可以祷告。 当突然

发生某事使我们感到惊恐时， 我们也可以祷

告。 我们应该后’罗那样祷告。 我们有时双膝

后7'祷告， 有时坐着祷告： 但是， 我们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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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话题：

在心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跪下祷告呢？

祷告如何使我们变得幸福快乐呢？

耶稣说：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Pl/你们的喜乐可

以满足．

约翰相干干l6, 24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曰：1-6

赞美诗：

圣善的圣灵， 与高天之神合一，

称是生命与圣爱的泉源，

用柏：神圣的光芒激励我们，

用构：丰盛的甘泉使我们苏醒。

噢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真抖，

我们恳求称厚赐恩典，

l思称的圣名永远受称颂。

0 Hei land, 

Reiss Die Himnel Auf 

梅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昕我们 一 切的

祷告。 无论我们在哪里， 我们都可以在心里

向称祷告。 称是何等奇妙与美善啊！阿们。



!)(ij 
叫 ；你s

我们祷告时可以求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东西太多了1们想要的M
,'1, lff'都可以向神求吗？

当然，神的儿女决不会向袍求�东问。
我们决不会向神求 一 些 n 己/JI!却是对我们没
有益处的东西。

只要我们认为对我们有益处，我们ff;;耍
的任何东西及我们喜欢的任何东西，我们都
可以向神求 。

圣经中访｜述了很久以前的 →个国王的故
事。希西家玉是 二个好人。他爱神， 并努力
行抑的旨意。

有 一 天，一个坏王来向希商家王宣战。
他有 一 支强大的军队。他声称要夺走希因家
的一切产业。他甚至1旦把神的圣城耶路撒冷
也夺走，并说耶路撒冷城是他的。

希西家王信在神。但那个坏王给希两家
送来一 封信，在信中说： 「不要在你的神。

你的神不能救你。我这只强大的军队与很多

的民族都打过仗。他们也向您117Ji(J衬l祈祷，
但他们的神并不能救他们。l,1rlt7Ji(J丰111也救不

τf尔117 0 J 
希回家知道这个坏王有 一 支强大的军

队 。 他也知道自己的军队敌挡不过 他的军

你是那位1击者的神，8一的其神 。 噢，求你
帮助我们，拯救我们。j

神喜悦希西家的祷告。他真的拯救了希
西家，拯救了耶路撒冷城和袍所有的百姓。

袍差派 一 位天使去恐吓这位坏王 和他的军
队 。 那天晚上，所有的军兵在jll年跑了。

神希望药117将难处告诉袍，袍希望兹仰
向袖求助。要记住斗也是我们的xx.

＇ .当你跑
去向爸爸 求助 时，他会张开双手欢迎你。当
我们借着祷告来到天父面前时，袍也同样张
开双手欢迎我们。

我们市耍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向袖求，甚
至我们喜欢但并不真正谅耍的东网，我们也
可以向袍求。

讨论话画 ：

你今天向神求过什么呢？
袍给了你什么呢？

圣经，－p说：

所以你们要……互相代求。

这句话是什么态思呢？

雅各115, 16 

队。因此，他 到圣殿去祷告，求神 来押＇lJl;/J 建议阅读经文 ：

他。他跪在圣殿巾，摊开这封信让神来读。 列玉记下19: 14一19
希西家椅告说： r n奥，主啊，请看。看

这个坏王对你说了些什么。有关其他的神， 赞美诗：
他所说的都是对的。他们没有拯救他们的百 下面是一 首美妙的赞美诗：

姓。他们不搭拯救，因为他们只是海敛。但 何等恩友慈仁救主， 负我罪喽扭我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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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权利能将万事， 来到耶稣座前求！
多少平安我们坐失， 多少痛苦冤枉受，
都是因为未将万事， 来到耶稣座前求。

我们是否软弱多愁， 千斤重担压肩头？
主仍做我避难处所， 奔向耶稣座前求！
你若真逢友叛亲离， 好向耶稣座前求！
到袍怀中袍必保护， 有袍安慰便无忧。

恩友歌（《赞美诗〈新编）’第302首〉

槐告：
（我们 一 起来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别

人祷告，好吗？）

亲爱的天父，因着我们的主耶稣一一我们
最亲爱的朋友，我们感谢你。我们很高兴可
以奉袍的名向称求任何东西，并将我们一 切
的忠难带到称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只向称
求那些有益的东西一一那些便称喜悦的东西。
阿们。

＠， 11目

神如何应允
我们的祷告呢？

「妈妈我想要一 个苹果，行吗？ J ffj( iJt 
过这样的话吗？或「爸爸，我们一 起去骑车

子，好吗川
我们向爸爸妈妈要彼多的东西！
我们每次向爸爸妈妈要什么，他们都必

我们吗？唤，不会！有时候，他们认为衣给
我们所要的那些东四对我们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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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是他们必衣右。有时候是他们::r

g给。

我们向神所 求的东西，袖也并不是每次
都给我们。

我们求什么，神都孩给我们，但他并非
每次者fl纷。

我们想要的东西，书11为什么不每次都给



我们， 这有很多的原因。

当我们总在信坏事， 当我们的罪未得放 我们在圣经中读到：

3告时， 我们去向和11求某事， 袍就不会昕我们 兹彤掰�······fff,fr仰－ fl.! Jfli II m tJtJ 1/J x 

的祷告。 我们必须首先求袍赦免我们的罪。 /E. B作立比书4 19 

有时候， 我们所求的东西是为了自己

JNJF.。 神也不喜悦i8"秽的祷告。 你还记得袍

说过什么叫自私吗？我们若只考虑fl atM8 

F， 就是flf/J。丰111不想让我们变得自私， 因

此， 非也不听自私的辩告。

有时候， 尽竹！.U/7认为所求的是非常

需要的， 衬1还是不给我们。 大布道家保罗有
一根「刺J。 那不是一根Jf.JE的刺。 而是一

件使保罗很烦恼的事情。 或许是他的眼睛

有病， 我们也不知道。 保罗求神拿去那根

「刺J， 他为此祷告了三次。 保罗想， 神若

拿去这跟「束。J， 医好他的病， 那将会使他

成为－个更好的传道人。

但 神 并没有拿走这跟「刺」。 树！说g

II这跟「事Jj j对保罗jeJr. 即使是保罗所求

的，丰ljl也并没有给他。

保罗并没有因此而不高兴， 他知道这是

:IIH的。 保罗知道神所作的对袍儿女SJ£最

好的。

爸爸妈妈都尽力作一 些对我们最有益

的事。 我们所求的， 他们常常不给， 因 为

那些对我们没有益必。 哪些对我们有益， 哪

些对我们无益， 神 知道得甚至比爸爸妈妈』雪

，�J.罄。 甚至Jflll.f也祷告说： 「不要照爱的意

思，只要照款的意，思。j

神,;r.�I听我们的祷告。 但我们所求的，

袍并非每次都给我们。 袍有时候说： 「不，

那东西对你没有益处。 j有时候袍又说：

［等一等， 现在E不能给你。 J如果对我们

有益处， 袍一定会给我们。

我们必须学会信舞和11.

讨论话题：

我们今天向神求了什么呢？

我们有没有求自私的事呢？

我们有没有求神赦免我们的罪呢？

信靠神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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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若时刻靠近神， 凡对我们有益的， 神 都

要赐给我们。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66: 16-20 

赞美诗：

下面这首赞美诗告诉我们， 神所作的都是好

的：

神所命定的尽都美好。

袍是我的朋友， 我的天父。

纵有狂风大浪，

袍必保守稳妥。

我现在知道，

无论喜乐与忧愁，

将来必要看清，

袍所行的尽都出于爱。

神所命定的尽都美好。

这条真理永不改变。

纵有忧伤、 缺乏、 或死」，

我必不被丢弃。

我必不惧怕伤害，

因她大能膀臂，

必要怀抱遮蔽我：

因此我将自己交托神。

德告：

Was Gott Tut 

亲爱的神， 称真伟大。 我们所求任何东

西柏：都能给我们。 但我们常常求一些蠢事，

求一些对我们没有益处的事。 求称帮助我们

信靠你。 请你肉耶稣的名将我们所市用的赐

给我们， 并使我们常存感恩的心。 求称帮助

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 还要为别人祷告。 阿

们。



LlIB 

最重要的祷告

神希望我们向袖求我们酬的东西。我们
需要吃的、穿的、和｜住的，这些都很重要。
但还有比这更重要 更重要得多的事。

有 一天，耶稣与门徒爬上 一 座青翠的
山。午1且坐在草地上，并叫门徒也过来坐在袍
周围。鸟儿在fllllllll!Jll盗喳地歌II昌，有的在空中
抓昆虫，有的在地上跑着寻找小虫子。各种
小花从绿草中伸出它们漂亮的小脸。在这样
美丽的日子坐在户外昕耶稣讲道真是好极
了。

If/I稣首先告诉门徒，进入神的国度是何
等有福、何等美妙。 「虚心的人有福了，」
袍说， 「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j又说，

「使人和隘的人有福了。j还说， ［消心的
人有福了。J

然后，池又谈到 神的儿女必须如何为神
而jf!f，他们的行事为人该是什么样子。

If/l稣说－ ［你们 一 定不要去忧虑吃的穿

的够不够。看看那些小鸟，你们的天父养活

他们：而你们必这些鸟贵重得多。因此 ，袍

也一 定会养活f,frfl7。j
「再看看这些花，它们多么美丽。你们

的天父给他们穿的花瓣比所罗门王 穿过 的任
何衣服都要漂亮得多。袍也一 定会给伊fl7穿
的。j你们知道，她爱我们。

然后，耶稣说 ： 「你们不要总去想那
些衣服和钱财的事。这些东西不能长久；它
们会穿坏，或生锈，或被虫子咬坏。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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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人总在想这些事。有一 件事比这重要得

多： f,frfl7更无}ft伊$ff／￥！。J
耶稣教导袍的门徒祷告时，斗也说他们应

当这样求： 「l.t介$ff／￥！，月在#JtJ （马太福音6:

10) .比起求饼，求衣服或我们需用的任何
其它东西来，求神的国比求那些东西重要得
多。求神的国 是E重要的祷告。耶稣说，如
果我们无求袍的国，我们所需用的这 一 切都
会加给我们！那 是袍的应许！

当我们把神的国放在第 一 位时，当求什
么呢？我们可以求神使lifl7成为明亮的小蜡
烛来为袍发光。我们求袍赐福那些传道人，
好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爱耶稣。我们也可以
为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和那些作坏事的人 祷
告。你还能想到该求的其它事情吗？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最重要的祷告：
［愿称的国降临。J

讨论话题：

神的国为什么如此重要l呢？

在我们进入神的国度时，谁是我们的王呢？

在我们 的娱乐中，在我们所作的 一 切事情

中，我们如何表明神是我们的王呢？

建议阅读经文：
马太福音6: 25 33 

赞美诗：
下面是 一首赞美诗：



「你们 要先求袍 的国， 那是天 父 的旨

意：j

意，

耶稣的声音引导我前行。

救主我愿昕从跟随称， 寻求明白称心

走过 一生路程， 永作称的门徒。

犹如寻找宝库， 寻找无价珍珠，

待终于发现， 必抛弃所有；

因此， 当天国佳兆显砚，

我们必得它奇妙财富和荣美。

King' s Weston 

穗告：

我 们在天 上 的 父， 愿 称 的国降临。 求

称祝福每 一 个传扬耶稣的牧师、 传道人和l教

师， 并帮助我们也能去传扬耶稣。 为耶稣的

缘故而求。 阿们。

第十二部分背诵经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称的名为圣。
马太福音6 9 

你们若向父求什么， 袍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

约翰福音16, 23 

我愿男人......举起圣洁的手， 随处祷告。

提摩太前ll2, 8 

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 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约翰福音16, 24 

所以你们要……互相代求。

雅各书5, 16 

我的神必……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

肺立比ll4, 19 

愿称的国降临。

马太福音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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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

关于神的教会



。． t}t} 

我们为什么
要去教会呢？

你还记制阳多氏时间来椒、地脱
们所看到的 － tJJ l呢？是的，袍工作了A-灭。
池边了树及其它各种植物，鸟和l其它动物，
最后又造了人。A也用六天的时间造出了万
物。

到了第七天，神造物的工作都完成了。
第七天神就衍了袍造物的工。非也歇下来，lit
g地看着袍所造的一切。

你还记得洲选人的那 － :r;,p吗？神如何照
右袍自己的形象选人？人被选之初＇））诀，神 一

样，因此，神怨if人有 一天休息时间，正如
伊也休息 一天一 样。休息的那 一天就是比人
尽情与tjf神为他所成就的一切。

神称休息的这一 天为安息日。那 一 天

很重要，以至于神在袍的法律中专门颁布了
一 条有关安息日的诫命。这条诫命说： .#f ic 

念安患白，守为圣fJ 0 六日要劳碌作你一 切

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柿当守的安息

它也是充满至1页的 一天，是思想抖的一 天．
想到神所赐给我们的 一 切，及袖为我们所成
就的 一 切，我就满心欢再。它还应该是我们
快乐无比她多美神的一天．

我们过安息门甚至有更重要的含义。fill
告诉我们在安息日那 一 天，我们为您应当记
念神所赐的 一个Ei在。书11怦应许要赐给我们
另 一个安息日， 一个更美的安息日。那是一

个放乎可结束的安息H。那个奇妙的安息H将
在世界的末了来到；那时，神要将我们接到
袍的荣耀里与袍同在。那时，我们一切的劳
背在Hl将结束，我们将采Z以非11为乐。那个奇
妙的安息日将在天上。

!ii#!；哥是我们现在的安息fl，是我们休
息的日子。我们称那 一天为主H，因为主耶

稣在那一天为我们行了特别奇妙的事。正是
在星期夭早晨，意思从死里复活了。在另 一

个星期天的早晨，袖又赐下圣灵来住在斗t!l百
fj. 姓的心里。因此，我们在星期天去教堂赞美

休息的这一天对我们是有益的。抖！造了 神，敬拜神，并昕袍的话语。那是快乐的 一

天地万物之后并非是累了，但必仰在努力工 犬。

作 一 段时间后会祟。我们若不休息一天，就 很久以前，神的百姓优势会忘记将安息
会变得IN祟。神知道我们；后要休息 一夭。袍 日守为圣日：他们忘记了要把那 一天作为神

告诉我们在七天中休息一天原是为我们好。 的H子。在那一天，ft/Jf/7只是开开心心地玩
但我们过安息H绝不仅仅是休息 一夭。 一天，并不是以列，为乐。大先知l以赛亚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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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主的日子应当尊崇衔。

讨论话题：

找们为什么将星期天称为上日呢？

在那一天我们如何以神为乐I呢？

关于 将来的安息H， 我们从现在的安息口里

能知迫些什么呢？

背涌经文：

关于安息日， 以赛亚曾说过：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建议阅读经文：

以赛亚�58, 14 

赞美诗

F而是 一段关于去息日的赞美诗：

这是耶和华书Ji所定的l]-f:

每时每刻都是他自己的 。

愿.ft:.双；存， lli.H也快乐；

愿赞美环绕他的宝座。

地上属神的 教会

齐[IT高明和做那，

他所统治的同天，

发出尊贵的颂赞。

精告：

Grafenburg 

马太福音28: 1 8 夭父， 我们感谢称赐给我们安息日。

噢， 主Ifll稣， 求祈：帮助我们使称的日子成为

我们不能再像很久以前那些书Ji的百姓所 一 个充满喜乐与颂赞的特别日子。 当我们想

作的那样。 我们要记住， 让安息口成为以神 到称为我们所成就的 一 切， 想剑那将要来的

为乐的日子。 那是他的H子。 奇妙的安息日， 我们衷心地感谢你。 阿门。

!lffi 

我们如何在
教会敬拜神

一－到星期天， 你穿上最好的衣服， 并收 为什么去教堂呢？

拾得干干净净． 你看t去又整洁又漂亮， 然 你在系’里也可以敬拜神 。 在主日， 你也

后， 就教堂去。 可以呆在家里以主为庆。 但我们到教堂.＃/Ill!

在星期天， 你为什么要穿上地好的衣服 去敬拜神， 神告诉过我们， 袍主使我们←起

l呢？为什么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罄洁l呢？你 米到袍的殿里做拜池 。 袖应许过要在.＃/Ill!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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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在。 当我们要到那里去见神的面时， 神就＃'/Ji我们， 并要赐稿我们。

我们当然要穿上S反F的衣服， 圣经中告诉我 如果我们真正是去 敬拜神， 我们回家就

们， 在那个放恒的安息日里， 我们要求Z在 会很份奈。

荣耀中敬拜神： 那时， 我们要穿纯洁美丽的 耶稣小时候， 有 一 天袍去圣殿 。 袍 爱

8疚， 这表明我们的罪已被洗去。 圣殿， 因为那 是袍父的家。 在圣殿里， 耶稣

我们在教会中如何敬拜神呢？我们首先 遇到了 一些喜爱谈论神的人， 袍就在那里昕

要安静敬拜袖。 我们Bi苦安静下来， 这样， 着． 袍喜欢听他们谈论他的天父， 因为袍非

我们才能l!l!iD袍及袍一 切奇妙的作为， 特别 常爱袍的父。 耶稣一 边听， －jjj_也提出 一些

是袍发霖的大t。 我们也通过JI吕诗赞美来敬 问题。 袍忘记了回家！过了 一 会儿， 袍的

拜神， 而且以劳乡敬拜神。 我们默默地祷 父母来找他。 看到袍与这些大人物在一 起谈

告， 每个人都在心里祷告。 当牧师向神祷告 话， 他们很吃惊！

时， 我们就齐声祷告。 liffl应该渴望认识神的一 切。 袍是何等

我们也通过房H来敬拜神。 神耍使用我 地奇妙啊！

们的钱财。 袍用这些钱来帮助其他人， 来差 我们去教堂 时， 应该认真地听讲。 我们

派传道人去向那些还不认识耶稣的人传讲耶 应该唱 诗祷告， 并且思想耶稣及他对我们的

稣的驭。 我们很奈，蓄向袍捐献， 因为我们S曹 大爱。

池。

我们通过8乎所袍的话语来敬拜神。 当牧 讨论话锺：

师读圣经及解释圣经时， 伊就对我们说话。 我们如何在教堂里做拜神呢？

牧师向孜们讲述神及袍奇妙地天国。 袍告诉 神在那里为我们作什么昵？

3比们， 神多么希望我们去信靠袍、 顺服袍。 我们作什么才能使神喜悦I呢？

我们若听神地话， 并将袍的话存id在心里，

背诵经文：

去教堂有一 个很特别的原因。 耳［I稣在那里．

斗也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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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泰我的名

Ill会，那里就在我在他们中闰．

建议阅读经文：

诗篇 122篇

赞美诗：

下面是一首赞美诗·

马太福音18, 20 

亲爱的主， 这是你祷告之殿，

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称：

帮助我们感到称在我们中间，

当我们喜乐歌唱，

�称垂听我们的爱语。

Lobt Gott Christen 



梅告： 称的话语。 帮助我们用发自心底对称的爱来

当我们在星期天穿上最好的衣服， 愿 歌颂称 ， 并向称祷告。 这样 ， 我们就能荣耀

它能荣耀称。 求你帮助我们在教堂中仔细听 你， 使称喜悦， 并因称而快乐 。 阿们。

7自

洗礼

－泣＿，、

功地在耶稣升天之前 ， 袍告诉袍的门徒要去

向所li!J9,J..传讲袍的故事。 袍还说他们应该

给凡信袍的人施放。

有三件特别的 事是教会的牧师必须 作

的： 他们必须结显著神的话， 向人们传讲耶稣

的事； 他必须给人施洗：他还必须分二苔，。

这三件事有助于我们更多地认识神 ， 并

成长得越来越像耶稣。 那是每个基督徒都必

须作的’

洗礼对我们有益。 因为它是一 种斯坦 ，

表明耶稣净洁我们的心。

我们用水来洗脸、 洗手， 也用水来洗

澡。 我们简要水来洗净自己 。

我们馆要耶稣的血来洁净我们的心。 我

们需要耶稣死在十字架时所流出的血。

当牧师用水给某人施洗时， 它是一 种标

记， 向我们表明耶稣洗净了我们的心。 洗礼

的含义是： 正如l用水洗净你的身体 一样 ， 只

要你相信耶稣， 袍的a就要洗净你的心。

洗礼还标志着神使我们成为Miff/J9.儿。

圣经上说我们受洗是与耶稣一 同i!lJ霄， 并与

袍一起2活成为新的生命。

你 一 定还记得那个故事 耶稣如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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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埋葬了 ， 然后又带着一个奇妙的新身体

从坟墓里J[;'jf了。 我们相信耶稣时 ， 圣灵就

更新我们： 袍给我们 一 颗爱书11并愿意行袍旨

意的新心。 当耶稣再来的那一天 ， 我们也将

得到一个新的乡做 一周天的身体 ， 并永远

与神同在 。

那是神的＆汗 。 洗礼帮助我们看到神的

应许是Jf:Jt写TJ富的。

你还记得肺利和坐在马车上的那个人的

故事吗？那个人 一信耶稣就，便受洗。 受洗后

他 很高兴地继续赶路 ， 因为他通帝王U自己己属

于耶稣。

圣经上还讲述了 一 个人在半夜受洗的故

事 。 .Ill.I!龙的那个狱卒是一个很残暴的人。

有一天 ，

一 些官长把保罗和西拉交给这个狱

卒 ， 嘱咐他严紧看守。 因此， 他把保罗和西

拉关在监狱里JN＆的地方。 但那天晚上， 监

牢的地大震动 ， 狱卒吓坏了 。 JE/;.f， 他问保

罗该作什么才能得救。 保罗说： 「当信主耶

稣基督。 J这个狱卒疼的信了！他痛悔自己

的罪。 他获得了新的生命。 然后， 保罗给他

和他的全家施洗， 那时是半夜。

洗礼使我们想起神的大爱 。 圣父应许要



使我们成为袍的儿女，并要赦免我们的罪。
圣子耶稣流出袍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圣灵
来主在我们心旦使我们成为纯全圣洁的人。
袖们三位共同作工使我们符合天｜司的要求。
这就是牧师为什么要说「我奉圣父、圣子、
圣灵的名给你施洗J的原因。

讨论话题：
牧师给人施洗时要作什么呢？
他又要说什么9

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呢？

赞美诗：
噢圣父、圣子、圣灵，
受洗归入柏：至圣的名，
尽竹我软弱又卑微，如今已兹收纳，
成为称的子民，你的后嗣。
我愿洗心涤虑，抛弃万钉，
单单事奉称。

0 Dass I ch Tausend 

德告：

主耶稣，你若不洗去我的罪，我就决不
能到天上去与你同在。我们感谢称吩咐fJ徒

耶稣说· 去给万民施洗。因幸？你赐给我们洗礼这个标
辛苦x.＇乒二歪$／/}(J多，且tft!Jfl7.I&.淀。 记，使我们可以相信，尽管自己罪恶深重，

马木福汗28, 19 但你的宝血能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感谢
称。阿f门。

建议阅读经文：

使徒行传16: 28-34 

圣餐

m山mω
 

洗礼使我们相信自己的扫得洁净，我 做为你们舍的。j
们己真正属于耶稣。我们若具属于袍，就可 门徒占fli吃了这饼。但他们并不明白耶稣
以与袖分亨歪衔。我们就可以坐在.E/}(J餐桌 的意思。
上。 然后，耶稣又拿起一杯葡萄汁来。袍祝

世界各地所有神的百姓都吃圣餐，因为 谢这杯，然后说： 「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
耶稣曾扬民形我们这样作。 出米的。你们都必须l喝它。j每个门徒都喝

fl[l稣在受死之前，与袍的门徒 一 起用晚 了一点。
餐。他们回桌而坐，耶稣拿起饼米掰开，并 就在第二天，耶稣死在卡字架上。在主
给每个门徒分一块。 的晚餐上，非t!J己向门徒.fflHJ!斗也将要为自己的

Ifll稣说： 「你们拿：｛f吃。这是Ii/}(J身 子民舍去袍的身体，流出袍的血。袍在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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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含了袍的身体， 流出袍的血。 是他们思想耶稣时唱的一首赞美诗：

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门徒就11/1$了这饼 噢， 至爱的主， 为我

和这杯的含义。 这时他们知道耶稣是 为他们 称头戴荆棘冠冕：

死了。 唤， 求你赐福我的头，

今天， 神的百姓吃这饼， 喝这杯， 来E 让我单单思想你。

忿耶稣为他们死了。 这饼和这杯使我们明白 噢， 至爱的主， 为我

并相信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Jf$(J为我们舍了 称双手被铁钉刺透；

身体， 流出宝血。 这是 一 个标记。 正如我们 噢， 求你赐福我的双手，

吃饼、 喝葡萄汁来滋养身体一 样， 我们将耶 使他们单单事奉称。

稣接到我们心里来赐给我们永生。 Albano 

孩子长大后只要愿意将他们的心交给耶 Or Detroit (Kentucky Harmony) 

稣， 并且 爱 袍 ， 他们也与Tl;<吃圣餐。 对他们

来 说， 这也是 一 个标记， 表明他们也属于耶 梅告：

稣， 并且耶稣为他们死了。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的圣餐， 因为这向

圣餐也是对他人的一 种宣告。 它告诉其 我们显明了称的大爱 。 这爱使我们从心底感

他人我们所信的是谁。 神的百姓坐在主的晚 到无比快乐。 因为称的大爱， 我们赞美称，

餐桌上吃这饼l喝这杯时， 就是向其他人表明 歌颂称， 将荣耀归给称。 阿们

他们相信耶稣为他们死了， 并且他们Mr耳ll

稣。

你若全心全意为耶稣而活 ， 人们也能看

到你属于袍 。 当你长大后可以去吃圣餐时，

你也能向其他人表明你属于耶稣， 并且 袍 为

你死了。

讨论话题：

在吃圣餐时， 我们记念什么呢？

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设立圣餐呢。

孩子们什么时候可以吃圣餐呢？

背诵经文：

教会让我们去吃圣餐， 因为耶稣说过：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

路加福音2 2 I 9 

建议阅读经文：

哥林多前书11: 23-26 

赞美诗：

当神的百姓吃圣餐时， 他们思想再15稣。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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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诩阳升天前所说的话吗？丰 邮
门徒去向豆苦I垃界传讲袍的习L

主苦117若在耳Ii稣旦有快乐，就会希望其他
人也能因袍l而快乐。如果我们在神的般中敬
拜袍感到很快乐，就会希望其他人与战们 －

8来敬拜袍。
9:衍 ？.！！ 在｜约翰是耶稣最早的i l徒。当耶

稣有 一天走在河边时，他们就跟随了袍。耶
稣右到他们，就且邀请他们去袍住的地方。那
一天，斗也向他们讲述天国的事。

安得烈和约翰l听得多认真啊？他们从＊
没有听到过这样奇妙的 好消息。他们从未在
如此奇妙的人前而l听讲！

当去：得烈和约翰该回家时 ， 安符烈赶快

找到自己的兄弟西门。
「iJEil

、
J ! J他说： 「我们找到了基将j

主苦117若认识耶稣并且爱袍，必祷望!tftl!
A也来认识袍。衬1已向执们显明袍的大爱，
使我们幸福快乐。我们也想让!tftl!.J...到耶稣
这里来分享这种快乐。 所有在地球上生活过
的人r11，耶稣是撮伟大的！

此外，人人部主f爱1111稣 。人人都当爱
神 ， 做拜神，并！颐服袍。犹们被选原是为了
袍自己 ，为了H袍的喜悦．不爱Illl稣的人就
不能使神喜悦。我们希望他们到教会来认识
神 ， 并学习如何为神而活。

讨论语锺：
安得更V；什么要把西门带到llll稣那里去呢？
孩子们如何才能将其他人领到日Ii稣面前去
l呢？

基督？西i'J儿乎不能相信安得烈真的 圣经上说：

找到了JHf。以色列人已经等待了很多须多 N 一 勿在天J:: $（｝，必-1:: //fJ, IP itt Ii! F 
卒 ， 盼望必智来｜恼。现在，安得烈突然说： 彤……宏衣β易'i:.lllli.fliUI；珍主，疫系fJ!6月二F

［我们L」经!:if！／了袍！ J 
西fj j垂在犹像，不敢相信，安得烈说：

父柿．
Hit !L比 112, 10, 11 

「｜植我来。我带你未袖那里！
西fj随安得烈一 起去，他听到耶稣讲述 找们把其他人带到教会后， 二"1求圣灵在

和，，和天闲的']T以后，也相信耶稣就是基抖。 他们的心里作工，好使他们也能相信耶稣。
安'iU烈将lj[I稣的事告诉了他，Jt-将他带

到耶稣JJ[I Ft!_去，这使西门很，莓卉。安在｝烈、
两门和约翰部成了日11稣的门徒。

建议阅读经文：
约翰福音 I: 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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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诗：

下面是一 首关于领人归主的赞美诗：

从故东到最西，

凡有人迹的地方，

都有神的信使，

传扬神的话语。

诸大陆， 你们当昕，

众海岛， 也当I听我的声音，

好使全地都充满了神的荣耀，

如水充满海洋
一 样。

椅告：

Purpose 

亲爱的天父， 万民都当爱你， 鸟n:奉你。

你是伟大、 圣汗i的神。 称为自己造了我们。

但还有多少的人未曾认识称！求你赐福那些

出去传扬你的人。 指教我们如何才能将人借

到你的而前， 好使他们也能认识你并爱你。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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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背诵经文
你就以耶和华为乐。

以赛亚书58, 14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闷。

马』E桶7干18, 20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马太桶音28, 19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记念我。

路／Jll桶音22, 19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与父神。

脚丘比！�2, I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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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部分

将来必要
发生的事
孔繁



。



rn盟

世界将要完结

你还记得万物都有一个研吗？圣经的第
一 句话就 告诉我们：Bis歹/111§!/i,雪交劫。

天地也会又 一个终结。神在圣经里是这
样告诉我们的。

有一天，Ilfl稣的门徒看着耶路撒冷美丽
的圣殿，对耶稣说－ 「来看看这殿是何等地
美丽啊！

这座殿由又大又臼的石头建成， 并装
饰了闪闪发光的金子。有很大的柱子，很
高的烧。有宽敞的门廊，门廊里有椅子供人
们坐。噢， 一 切都非常好！门徒们e£这座
殿。

耶稣与他们 一 起环顾四周。{!l袍很芯
伤。

可II稣说： 「你们看到这 一 切了吗？听
着，我要告诉你们一 件事。这 一 切都将被

拆毁。将来没有一提石头留在另 一 块石头
上。j

这使门徒很伤心。他们不愿意去想像这
座美丽的圣殿有一天会被拆毁。他们想，如

果圣殿被拆毁了，那 一 定是世界的末口。

但耶稣升天以后没过很多年，这座圣殿
就真的l,t一个残暴的国王派造军队拆毁了。

�经告诉我们另 一 个真正的｜芷界末U
即将来到。那时，世界将要终约，我们周围

所看到的 一 切都将过去。一 切都将被大火焚
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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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些，我们感剑很悲伤，很呈frfl。
那将是一个可怕的日子。

圣经上把世界将要终结的到ll日称为r llfJ 
抑$;tiflj与T!Qfl9E乒j。那 一天， 主耶稣要
从天上降下火来，毁灭 一 切有罪的。那火要
烧毁整个地球。撒但和］吁在人的 一 切邪恶也将
被焚烧。那时，耶稣要作万有的主。

那 一天，历存彤人都会知道抑的权能远
超过撒但。所有的人都将看到日［l稣和袍的天
便。他们都要在耶稣面前下拜。那时，他们
都会知道，耶稣Jffl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所 有 的 ，－!J!!A都会惧怕。 他 们 要大声
哀哭。对他们来说，刀ll将是 一 个写7僻的日
子一－一个对他们的罪恶施行惩罚的日子

但神的Jl:fc
一 点都不用 害怕。他们将

不会为罪而受到惩罚。书｜！要救他们脱离那场
大火。袍及早τ爱让任何东西伤害她宝贵的儿
女 。

袍还要为袍的 儿欠造1/i；苍IiiJ:tt .在那

里，他们要永远活着并主，Ji奉柿。

讨论话题：
和11为行么要用火来毁灭地球l呢？
这 一天为什么被称为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
子l呢？

神的儿女为什么不必吉怕l呢？



背诵经文：
关于世界的末日，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彼得后书3 IO 

建议阅读经文：
彼得后书3: 10一 13

赞美诗：
尽管这世界总有一天要完结，但下面这首诗
提醒我们，耶稣必要保护我们：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袍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袍领我，袍领我，
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
也不怕迫害：
因为称与我同在，

� 

称的杖，称的竿都安慰我。
有、的杖，称的竿都安慰我，

安慰我 。

我一 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我的心也将
永远作袍的居所。

Brother James
’

Air 

椅告：

天父，每当想到那场要烧毁整个地球的
大火，我们就感到害怕。但我们知道那场火
只会将邪恶烧掉。我们不必惧怕。帮助我们
信靠称。在那一天 ，我们将看到你的伟大和
无比的荣耀。我们将要永 永远远地赞美称。

阿们。

用四日ω

耶稣将要再来

你还记得耶稣是怎样升天的吗？袍正与门
徒在 一 座山上，伸出双手祝福门徒，这时，
袍就开始不断地上升一一上升一一上升。

门徒感到很惊奇。袍要去信什么呢？他
们看到袍升得越来越高。然后，飞来了 一朵
云，将耶稣应萃，门徒就看不到耶稣了。

门徒 一 直朝天上看着，他们想或许还能

再看到袍一 次。要是那朵云赶快离开该有多
好啊！

这时，有两个人突然站在门徒旁边 。这
两个人穿着闪光的白衣。他们是天淀。

天 使对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 一 直站着
望天呢？耶稣袍怎样往天上去，袍还要怎样
回来 。 袖E菜时也要驾着一朵云。j

166 



这时， 门徒们很高兴。

但他们并没有呆在山上喜PIil稣再来 。

噢， 没有这样！他们记者耶稣吩咐 他们 的

话。 他们要去为袍作工。 他们要去将IHI稣的

事讲给其他人听。

耶稣升天后又过去了很多很多年。 但 耶

稣还／fl存再来。

但袍iJti:1斗也要再来， 二哥fP也说过袍要再

来。 你知道， 耶稣从不失信。 袍必要再来．

袍fiifp.f再来呢？

耶稣离开以前对门徒曾说过 ， Z合世界都

要昕到福音。 袍说过要等万国万民都听到了

这福音， 袍才会再来。 袍吩咐我们要去向万

E万民传扬袖。

我们等待 耶稣再来 的 同 时 还有工伤要

作。 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我们必须去

传讲耶稣的事和袍的爱。 我们必须去告诉罪

人要去耶稣那里使罪得洁净。 我们必须作传

道人， 还必须向外＊}/ff传道人。

我们作完这 一 切工作时， 耶稣就必再

来。 袖要来 将自己所有宝贵的孩子领回天

父家。 那时， 衬I家里的历♂1.1\都要 在天上同

位。 另ll该是何等美妙的事啊！

想到这 一 切， 我们迫不及待。 我们祈祷

说： 「主耶稣， 愿称快来！J现在我们要预

备好迎见袍 ， 要努力从各族各方将神的儿女

招聚来。

想到 在天上是 何 等 美好， 我们就不会

在意地上的事了。 我们想得最多的是我们能

为 耶稣作什么 ， 我们又如何预备迎接袍的再

来。

讨论话画：

我们等待耶稣再来的同时要作些什么呢？

我们能为袍作些什么工作呢？

圣经上说：

因为我们是与神罔工约．

建议阅读经文：

启示录1: 4一7

哥林多前书3, 9 

在这几节经文中，望望告诉我们他如何看到

耶稣在天上统治全地。

赞美诗：

苦在人间舍身救主，

今日乘云降下方：

千万圣众， 左右成行，

高唱凯歌声悠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基督再来为君王。

救主高居永生宝座，

我众诚心同敬拜；

求主执掌威权荣耀，

以取万邦归统治，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独一至尊永治理。

基督再临歌（ （普天颂赞’第88首〉

锦告：

（我们再来读上面这首赞美诗的第二

段 ， 把他作为我们的祷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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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再来时
将发生什么事呢？

有 一天，刷刷了一个田主棚里制
种的故 ’JL当III上撒完种离开后，来了 一 个
仇敌。这个仇敌在囚里撒了薄云E种。

过了 一 段时间，好种子开始生辰，但却
乒也开始 ’仨l夭。

当旺！上的仆人出去看田里的情况U｛，发
现梆子苗杂在好苗巾间。他们赶紧问去告诉

，·
． 

这个ITI主。他们问他： 「你不是撒好种在田
里l吗？ J 

「是的，我确实做的是好种。」这位回
主说， 「是一个{Jztt'来撒的梆子利’。j

这时，这些仆人想去把神子那出来，但
这位因主说，不必了：就让他们 一 齐长吧。
恐怕你瓣裤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到l&'KJJ的
时候，我们要将裤子那出来自行烧。然后，
我们再把好麦子收在仓皇。

耳Jl稣的门徒问袍这个故事的含义。他们
知i且这是二个N'i!f'--rn地上的，p:来阎明天
罔的ill理。

I/JI稣说：那旧地就是世界，是F种子是神

的儿友，薄云E是撒但的儿女，J散们就是那个
撒禅，予的仇敌。他们现在 －.i生跃。神的儿
女和撇但的儿女生活在一 起。

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日，收割的人

就是天使。人子要差边天使来，他们要像收
庄稼的人那样，把所有的梆子都收集起来烧
了。fD.天国的儿女袍要带同系’J云，与天父同
住。

Ifll稣来的IIJ候，那些不爱丰ti!、不顺服袍
的人要切切地痛悔。书，，�将他们丢到撒但所
在的黑暗中去。在那里，他们要永远殇芽。
那是一 件很悲惨的事。

fl:l.神要将袍的子东撞到天上去。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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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同所有的圣天使驾着云突然临到。将街大 圣经上说．
声的呼叫，并有夸彩吹响。地上历存的人都 §；珍二古必茨f!lM�.原衔，存原Pl/fl9）言彦
要看到耶稣。 抑二哥IP-iffl9J言主苦。

甚至躺在坟墓里，并各处各道己疙的人 帖撒罗尼迦前书4, 16 

都要醒来。他们将要从坟墓旦出来。他们将
要2荡，并要见耶稣。

这时 ， 那些平，§f耶稣 的人将要惧怕，
他们将要竭力躲避。而那些过去和现在4事实
爱袍的人，将会非常、非常快乐。袍要将他
们提到空中 ， 与袍在云里相遇。不管你在家
里、在学校、还是在玩耍 ， 无论你在 哪里 ，

只要你属于袍 ， 争也都要把你突然提到空中。
那些从坟墓里出来的人 ， 他们过去若爱袍，
也要与抱 一 起上升。 他们将要得到 一 个新
的身体。神所有的子民都要得到一 个新的身
体一一一个周天的奇妙的支体。

那将是何等美妙的 一 天啊1难怪我们都
盼望并祈祷那一天早日来临！

讨论话题：
在地上现在有哪两种人呢？
耶稣再来时，袍会怎样对待他们呢？

袍再来时，你会害怕吗？

建议阅读经文：
帖撒罗尼迦前书4 16, 17 

赞美诗：
弟兄们，这位主耶稣，
将要再来，

带着袍父的荣耀
带着众天使·
万国的桂冠
都要戴在袍的头上 ，

我们的心都要承认 ，

袍现在是荣耀的王。

梅告：

King
’

s Weston 

主l!ll稣 ， 当我们看到你驾着云降临，当
我们被提上升与你相遇，那日将是何等美妙
啊！ I奥 ，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预备好
迎接那大喜的日子。阿们。

rn目

如果我必须
经过死亡

耶稣将要再来，在空中与袍梢边是很美妙
的事。但我们或许不能荡到抱来的那日。在
袍再来之前，或许你要经过JU：，或许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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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过死亡。老人会死，孩子有时也会死。
彼得、雅各和约翰，还有大布道家保

罗，他们都盼望 耶稣再来。他们祈祷 耶稣在



d掌灯仍活着时再来。 他们想， 或许他们能在 人们传讲这个奇妙的救恩。 他写信给各个教

地上听到那呼叫声， 并看到袍再来。 但他们 会， 劝勉人们要忠于耶稣并要爱袍。

都宏王t=T. 有 一 天， 保罗给他的朋友提摩太写去

神认为那样是最好的。 一 封信。 他告诉提摩太他自己的工作儿乎全

袍或许也认 为让爱仰经过死亡是最 好 部作完了。 他说他知道神不久将要接他回天

的， 但那确实没有关系。 我们的身体将会被 家。 他说他急切lff!D着回天家。 保罗lff!D着

埋葬在坟墓里。 但我们的§I苑将要升到天上 死去。

去！你的身体只是你的灵魂暂住之处， 你的 你知道为什么如此吗？

灵魂才是.XJE的你。 你若是神的儿女， 你的 他在给一个教会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

灵魂必要立时升到天上去。 耶稣再来时， 袍 //i iE在历后2颜， 均，1，需t!t J言￥flfi字

要使你的身体走出坟墓， 并 给你一 个新的身 症， 1§；步jg£Jl；得宏tt$9

敛， 使它成为一个新的居所。 !If立比书 l, 23 

！£子..±万神的儿女都已经死了。 他们的

灵魂现在都在天上， 与耶稣同在。 他们在那 是的， 我们在地上这里也可以过得很快

里享福。 他们正等待着主所定的那美妙的日 乐。 神己将这么多好东西赐给我们， 使我们

子， 等待着耶稣赐给他们新的身敛。 可以在此快乐地生活！但到天上去与耶稣同

大布道家保罗拿者时， 因传扬耶稣被 在则是更好的事， 要好得多！

关在监狱里。 但即使在监狱里， 他仍竭力向 因此， 我们不必惧怕死亡。 我们若是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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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儿女，就必将到天上去见我们亲爱的救
主。那该是多么幸福快乐的一天啊！

讨论话题：
我们为什么不必惧怕死亡呢？
我们的身体将怎样被改变呢？什么时候会改变
呢？

圣经上说：

赞美诗：

乃是都要放变．
哥林多前书15, 51 

诸先圣徒，如今完工休息，
曾在人间，到处宣传圣绩：
耶稣的圣名，当永远赞美。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祷告：

主是圣徒的力量和保障，
又做将领，助胜种种争战，
黑暗无边中作信徒其光。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转瞬破曙，伫看光亮明朝，
万千群众，灿烂成行应召，
随荣耀君王，上凯旋之道。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福哉诸圣（ （颂主圣歌｝）第420首〉

噢，主耶稣，我们该怎样地爱称！求祷：
使我们成为l服服称并爱称的孩子。

这样，我们就不必 惧 怕 死 亡。然后，
亲爱的耶稣，我们就可以快乐地到天上去见
称，并永远与称同在，阿们．

自由

永远赞美神

你还记得神:Xlff系要造天地吗？是的，袍
造天地是为了荣耀袍的名。袍造万弹，都照着
自己的喜悦，并让万物都要赞美袍－一一天上

的众星、唱歌的百鸟 、 各种鲜花一一万物都

当赞美池。万R也当赞美袍，所存的人都 当
赞美袍。因袍是伟大、圣洁的神，是§！Ji.营万
有 、 lttf着万有的神，是E我们的神。

在罪没有来毁坏神的奇妙创造之前，万
物S事实都在赞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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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万物E要赞美袍。
圣 经告诉我们将有奇妙的事发生：此

后，万移又将赞美神，荣耀神．
耳Jl稣 的 一个门徒纽且年老时被流放到

一个孤岛上。一些恶人让纽直住到那个孤岛
上，这样他们就不能再去各地传扬耶稣了。

有 一天， 当纽盖一个人在那里时，一 件
是F彤的事发生了。11/fii来到了他这里！组盟
看到了耶稣一一一荣光囚射的Ill＼稣，现在袍在



天上就是这个样子 。 约翰所看到的是一个男

友： 异象有点像一个梦。

当约翰看到显现在荣耀中的耶稣 时，

他立刻俯伏在地。 但耶稣用一 只手按着约翰

说－ 「不要惧怕。 我 是那存活的： 我曾死

过， 现在又活了， 直活到永永远远。 j

然后， 耶稣把将要发生的事指示给约

翰。 约翰将这 一 切写成了一 卷书。 圣经中最

后一 卷书叫做启示录： 约翰的这个异象， 我

们都可以在启示欢小读到。

约翰看到的有些事情是很写7僻的。 罪、

撤但、 所有的恶人和那些不爱神、 不Ijl奉抑

的人都 受到惩罚． 但耶稣让约翰看到， 这 一

切可怕的事过去后， 将有第filK的事； 最终天

地都要游7抖的荣耀！

约翰看到了新天Iii地： 他看到一座美丽

的城市从天降下一一那是新耶路撒冷。

这时， 约翰听到一个声音说： ［看哪，

和11要来与袍的子民同住！袍要擦去他们 一

切的眼泪。 不再有悲哀、 疾病、 痛苦与死

亡。 J

约翰fr诉我们， 他看到的新耶路撒冷是

一座光明的城， 充满了神的荣光， Jt有各种

美丽闪光的珠宝。 那城内不用日月光照， 冈

州1和耳ll稣是城内的光。 那里根本没有黑夜，

只有光明、 喜乐与幸福。 仰的子民在那里水

远颂赞关。

约翰看到这 一 切， 他就祈祷说：「主耶

稣， 愿你快来！J 他巴不得这些美妙的事悄

早日山现。

当lifl7想到将来这 一 切奇妙的福分， 想

到我们将如何得享神的荣光， 我们也会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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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禁地祈祷说 「主耶稣， 愿你快来！J 

讨论话题：

神何时会来与我们同住l呢？

万物将如何颂赞干111呢？

耶稣对约翰说：

看哪！我必快来。

赞美诗：

愿书11不朽的尊名il<.远被称颂，

无论东西南北。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的，丘录22, 12 

直到袍的罔降临， 袍的旨�成全，

在H光之下的每一 处。

哈利路亚1

赞美神， 袖是万书J的源头：

赞美神， 地是受造的万物：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天上的众军， 你们当赞美袍，

赞美圣父、 圣子与圣IN.:

哈利路亚！

LassL Uns Erfreuen 

祷告：

l唤， 神啊， 称其伟大！你配得我们 何

等的颂赞！噢， 求你使我们真正成为你的儿

女， 在新天新 地里， 永远颂赞称， 得享ff的

荣耀。 那里不再有罪， 万行都要称颂柏：！奉

耶稣的名。 阿们。



第十四部分背诵经文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

彼得后113, 10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lf林事litr 113, 9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街 l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

帖撒罗尼迦1而阳4, 16 

乃都是要改变。

哥林t 1而H15, 51 

看哪！我必快来。

启，＇J＇录2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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