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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默想
全世界有许多人在庆祝圣诞节和复活节，
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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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来说，这些庆祝活动只不过是一种文化而
已，它并没有帮助人们清楚地认识耶稣降生、受死
和复活这些历史事件中所蕴涵的真理。
耶稣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
是上帝本体的真
像——新约把耶稣启示给我们——他是完全的上
帝，却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象，是为了让我们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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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了解他。如果人们只是庆祝这些节日，而不明
白这些真理，是非常遗憾的！
新约启示不只是为见证上帝的作为，
而且需要
我们做出回应。 这个回应是：愿意让上帝改变我
们的生命。从表面上看，把生命主权交给上帝，就

经 文 主题
新约告诉我们，
上帝多么爱
我们，耶稣就是
应许的救主。
【 马 太 福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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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失去自我，
这是否会令你感到不安？但实质
上，上帝并不是要让我们成为木偶，而是要使我们
回到他起初造我们时的样子，
借着耶稣和我们重建
活泼的生命关系，这才是最好的信息，是我们庆祝
的原因！

学习要点
通过这一课学习孩子可以
1 复述新约中有关
耶稣的好消息;
2 感谢上帝赐给我们
耶稣为救主;
3 提出传扬福音的好方法;
4 在圣灵的带领，
成 为 上帝 的孩 子 。

教学点滴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
您要关注孩子表现积极的
一面。孩子做了错事，我们常常把错误指出来，而
不去想孩子所做的那些正确的细节。 孩子需要我
们肯定他表现好的一面，
对孩子们合宜的行为要留
心，可以在私下或小组里表扬他们。
（例如：
“张萱，

学习 目的

你帮助天祥同学读圣经上的话，我很喜欢。好朋友就该是

耶稣是上帝应 许的 救主。

这样的！”
）表扬要具体，孩子们需要确切地知道您

表扬他的原因，
从而激励他们有意识地去重复这些
行为。如果您只是说：“你是一个好孩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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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方式对孩子来说是很模糊的概念，对他们的行为不会产生具体的指导作用。

材料 纸、笔
过程
你最喜欢听的好消息是什么？（“要放假了！” “我们要吃蛋糕了！”）
让孩子们把听到过的好消息写在纸上，或者画下来。 然后，轮流向大家展示自己
的画，也可以让大家猜猜他画的是什么事。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新约圣经里的一个好消息。

材料 圣经、圣经故事填图（见书后附图）、黑板、粉笔
小助教
（您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使用“小助教”中提供的方法帮助孩子们理解、记忆。
）

您一边讲故事，一边把下面的简笔画画在黑板上：
1.约翰说：“要停止作恶”。
2.人们前来悔改，接受洗礼。
3.耶稣也到了约翰那里。
4.鸽子落在耶稣身上。

引言
请告诉我在学校里或电视上听到、看到的一条新闻。（自由发言） 在我们今天的圣
经故事中，有一个人，他宣告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用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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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预备道路
耶稣到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消息，
所以上帝计划让一个人来宣告这个消息！在耶稣
出生以前，上帝选择了耶稣的表兄约翰，他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做好准备，迎接耶稣的
到来！
约翰告诉人们，天国就要来了，他让人们悔改，停止做坏事（“悔改”的意思是停止
做坏事，开始做好事）。

约翰施洗
一天又一天，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约翰那里，听他的教导。 有的人听了约翰的话
就为过去所做的坏事感到后悔，真心愿意承认和改正他们的罪，约翰就在河里为他们施
洗，于是人们便称他为施洗约翰。

耶稣受洗
一天，耶稣来到约翰那里，约翰立即认出耶稣
就是他向人们传扬的那位救主。 耶稣为什么去找
约翰呢？
耶稣说：“我想让你给我施洗。
”约翰非常吃
惊，后退了几步。 因为他知道耶稣是谁，知道耶稣从来不做坏事，不需要悔改。 约翰
说：
“你应该给我施洗。”耶稣说：
“我想让世人知道，上帝让我做的，我都去做了。”所
以，约翰就为耶稣施了洗。
正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上帝从天上赐下圣灵，形状如同鸽子降
在耶稣身上；接着又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上帝从天上说话了！他说：
“这是我所喜悦
的爱子。”

耶稣是救主
耶稣受洗后，用了三年的时间来教导人明白上帝的话。 他医治病人，甚至让死人
复活。 耶稣还做了什么？
耶稣帮助人们认识上帝，认识上帝的爱，但是却有人不喜欢耶稣，他们把他钉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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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架上杀害了他，耶稣没有在他们来抓他的时候逃走，因为他知道他的死能为世人承受
罪的惩罚。 他死后第三天，最伟大的事情发生了：耶稣的坟墓空了！耶稣复活了！耶
稣复活后，他的门徒们还见过他，跟他讲过话！
每一个请求耶稣饶恕过错的人都会得到饶恕，都能成为上帝家里的孩子，和他永远
在一起——这就是好消息！

我们听到的好消息
新约中四本福音书为我们详细讲了耶稣的故事，福音就是“好消息”。（帮助孩子们
说出四部福音书的书名）
。新约其他书卷还讲了许多人听到福音，相信了耶稣，成为上帝

的儿女，还有许多书卷是写给那时候教会的信，信里写着上帝家里的人应该怎样做，怎
样去爱别人等等。 新约最后一卷书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看见他就是最伟大
的王！

总结
上帝按着自己的应许，派耶稣来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读了新约就会知道，为了告
诉人们上帝的爱，耶稣做了许多事情。 我们也看到，那些爱耶稣的人所做的事多么令
人激动！我很感谢上帝，因为他让我听到了关于耶稣的好消息，我们也应该把好消息告
诉别人。 引导还未信主的孩子成为上帝的儿女。(参看“带领孩子归向基督”。)

材料 圣经
过程
您读下面关于圣经故事的句子，让孩子们说对或错。 凡正确的句子，让孩子们伸
出大拇指；错误的句子，两手交叉，并要求他们改正句子中的错误。

问题
´ 施洗约翰告诉人们弥赛亚要来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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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让他的朋友彼得给他施洗。（错）
´ 耶稣的好消息就是：他为了替我们承担罪的刑罚而死，然后又复活了。（对）
´ 福音书讲述的是耶稣的故事。（对）

材料 圣经、一张大纸（褐色最佳）、笔
准备
把［哥林多前书] 15 章 3 节写在纸上。 把纸弄皱，使它显旧。 然后像玩拼图游戏
那样，把纸撕成几块，分别藏在屋子各处。

过程
有一群人被称为“考古学家”，他们专门寻找、考察古老的东西。在圣经时代，人
们把重要的东西都写在羊皮卷上，当考古学家发现书卷的碎片时，就把它们拼在一起，
像玩拼图一样来辨认上面写的是什么。 今天，我们来当成考古学家，寻找关于福音的
碎片。
让孩子们寻找藏起来的纸片，然后一起来拼，组成［哥林多前书] 15 章 3 节。
´ 耶稣生活在地上的时候，做了哪些好事？（给人治病；向人显明上帝的爱。）
´[哥林多前书]15 章 3 节告诉我们，耶稣做了什么事？（为我们的罪，就是为我们所
做的错事而死）这是我们知道的有关耶稣的好消息。

´ 你可以与谁一起分享关于耶稣的故事？
´ 你怎样能帮助别人更多地了解耶稣？

材料 圣经、白纸、彩色粉笔、深颜色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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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1.我们用粉笔画一幅壁画，讲述耶稣的故事。 孩子们集体讨论耶稣一生中那些重
要的事，然后一一列出来。把孩子们的想法写在一张大纸上（“耶稣的诞生”，
“耶稣受洗”，
“耶稣给人治病”
，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的坟墓空了”
，
“耶稣回到天上”等等……）
，并按

时间顺序给这些故事编号。
2.要求每个孩子选择其中的一个故事画图。 如果班里孩子较多，几个孩子可以选
择画同一个故事，然后让孩子们用粉笔在深色的纸上画。 提出下面的问题。
´ 大声朗读［哥林多前书] 15 章 3 节。［哥林多前书］15 章 3 节说我们在哪里可
以看到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这件事情呢？（新约圣经）
´ 我们从新约知道了什么好消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应受的罪的刑罚，
然后复活了。
）

´ 我们从新约知道的有关耶稣的故事还有哪些？
孩子们画完后，按时间顺序把这些画贴在墙上。 请志愿者轮流讲解他的画。

可以用淡色水彩（如黄色和白色水彩） 代替粉笔画。

材料 圣经、纸、笔、信封、包
准备
把下面的句子分别写在不同的纸上：
“耶稣爱我们”，
“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
“耶
稣有永恒的生命”，
“耶稣帮助我们”。把每张纸装入不同的信封，把所有的信封放进一
个包里，然后把包放在教室的空地上。

过程
你收到过别人寄来的卡片吗？是谁写给你的？收到信很高兴，
收到好消息就更高兴
了。 今天，我们玩一个游戏，讲讲新约中的好消息。
20

关于圣经

第三课

新约内容

让孩子在放信封的包后面排成一列。 当第一个孩子从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时，您打
开信封，把纸上的话悄悄地告诉这个孩子，他接着把消息悄悄地告诉身后的人。 孩子
们一个接一个地传下去，直到最后一个。 让站在最后面的孩子到队列的前面，大声把
这个消息说出来，然后您读出写在纸上的话，看看与孩子说的是否一样。 在继续下一
轮游戏之前，变换孩子们在队列中的位置，只要时间允许，可以重复这个游戏，在游戏
中间，您可以提问下面的问题。
´ 大声朗读［哥林多前书] 15 章 3 节。 这句话说耶稣做了什么？（为我们的罪而死。）
´ 我们如何才能更多地了解耶稣呢？（让父母读圣经故事；阅读并背诵经文。）
´ 你可以使怎样传扬关于耶稣的好消息呢？（把耶稣的爱告诉别人；请小朋友来参加
主日学。
）

如果班里孩子比较多，可以让孩子们多排几列，每列不超过 6 个。 把卡片上的话
悄悄地告诉每列的排头。

在今天的圣经故事中，我们了解到新约讲述了有关耶稣的故事，耶稣就是上帝所应
许的救主。 这永远都是最好的消息！
´ 为什么耶稣的故事是好消息？
´ 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多地了解耶稣呢？
让我们来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新约，使我们能认识耶稣。 带领孩子们祷告，感谢上
帝把他的话赐给我们！
（如果班上的孩子多，可以分成几个小组，由您的助手带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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