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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主

题 信息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
也能爱朋友和仇敌。
团体
我们在各种关系中分享上帝的
爱。
存心节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
的善，何等的美！”（诗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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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关于天国的奥秘
圣经故事概要
通过一系列简短的主题，耶稣将当时听众的目光从常见的
行为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论到我们如何彼此对待，
耶
稣表达了更深的、真实的基督徒生活方式，
是以爱，
理解，
以
及同情为特质的生活方式。

这是关于团体的教导
基督徒蒙召达到超过常人的更高的标准。当他们想朋友甚
至仇敌表达爱的时候，这两者都被吸引更加就近信仰的团
体和救主了，
而救主乃是我们的中心。

参考资料

▪ 太5:21-26，33-48
▪《历代愿望》31章，310-314页
▪《福山宝训》3章，55-58， 66-78页
▪《圣经故事》（1994），卷8，6265页
▪ 学生故事在本书第52页

基本信仰

▪ 第14条：基督身体的合一
▪ 第12条：教会
▪ 第22条：基督徒的品行

教学目标
学生们可以：
知道：上帝希望他们在一切的友
谊中体现上帝的爱。
感觉：希望上帝的爱成为他们友
谊的一部分。
回应：寻找特别的方式向他人彰
显上帝的爱。

教师补充阅读
“犹太人因与罗马军兵接触，
所以常有争执的事发生。……
他们听见号筒大声吹响，目睹兵士在罗马国旗之下列队，
并向此威权之标识行礼致敬时，
心中就深感痛苦。民众与兵
士之间的冲突时有所闻，而这样的冲突更激起了民众的仇
恨。……因此民众渴望摆脱罗马之轭的心便与日俱增。……
民众迫切地望着基督，希望他就是那位要来抑制罗马之骄
傲的主。”（《福山宝训》69，
70 页）
“[ 耶稣 ] 以‘我们的父’这个新的称呼，向他的听众指出
了宇宙的统治者。……甚至连以色列民也对于先知们有关
上帝的宝训，
竟如此懵然不明，
因而将这关于他如慈父般的
爱的启示当作一个新颖的题旨，
一种给世人的新恩赐。……
犹太人认为上帝喜爱那些事奉他的人—按照他们的看
法，就是那些遵行拉比们诸般要求的人，—而其余的世
人都处在他的怒容和咒诅之下。耶稣却说：
不然，
全世界的
人，
无论善恶，
都置身于他慈爱的阳光之中。”
（《福山宝训》
74 页）
我为上帝为我所行的哪三件事情感恩？关注上帝的恩赐对于
我对待他人—甚至是难以对待之人—的方式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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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在门口欢迎孩子们，
请他们坐到自己的位置上。关心他们这一周过得怎么样。鼓励学员定期学习
安息日学，
询问学生关于上一课的内容，
帮助他们看出每一周圣经故事的连续性。然后，
要求学生
们分享他们通过本课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问：
上周所学的圣经故事中哪一点最有趣？哪一个活动对你的帮助最大？要求学生们分享他们
的经历和 / 或者他们这一周当中为安息日学所制作的手工艺品。

〉〉

帮学生们准备参与你所选择的预备活动。

课堂教学概览
教学程序

时间
欢迎 随时

1

3
4

15-20分

圣经研究 15-20分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
聆听他们的快乐或烦恼。

A装满杯子（见46页）

 杯，纸，白板或黑板以及记号笔
纸
或粉笔

B实践同情（见46页）

情境小卡

见47页

赞美诗本、奉献箱、世界地图、
图钉

故事简介（见48页）

圣经，笔，纸（可选）

经历故事（见48页）

圣经

预备活动 10-15分

*祈祷和赞美

2

课堂活动

圣经探索（见49页）

课程应用 10-15分

情境介绍（见49页）

信息分享 10-15分

见50页

*结束

客人，纸张，笔/铅笔

A祷告（见50页）
B亲子活动（见50页）
C下周课程预习（见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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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1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您实际情况的活动。

A

装满杯子
将笔和纸发给每名学生。拿起
一个纸杯。

你需要
纸
笔
纸杯
白板/黑板

说：发挥想象，你将如何使用 记号笔/粉笔
这个杯子。不要与身边的人商
量。每个学生有一到两分钟的时间。
说：现在分成四人或五人的小组，告诉组员你
的想法。彼此报告之后，要求各个小组汇报他
们的观点，
同时你将这些观点写在大家都能看
到的地方。

总结
问：当你独自一人时，你想出了多少种使用杯
子的方法？（将数字写在黑板 / 白板上）你
从他人那里学到几种方法？（将数字写在黑
板 / 白板上）看一看黑板 / 白板上的数字。它
们说明了什么？（与他人合作可以想出更多
的主意。）这说明我们多么需要他人？（与
他人合作使我们得益。）
学生们要熟悉存心节，
以个别方式或者一起诵
读：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
美！”（诗 133:1）
要求全班学生一起复述存心节。允许来访者
和不熟悉的学生照着读。肯定他们的努力。然
而，不要单独挑选某个学生来背诵，也不要训
斥不知道的学生。安息日学是一个学生们感
觉舒适和被接纳的场所，
以便他们能在上帝的
恩典中长进。 要记得

主题信息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也能爱朋友和仇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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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实践同情

你需要
纸张
铅笔

预先设计几个情景，写在不同
的情境卡片上。以下的情况可供参考：
❶明天我要去你们的小镇上，而我在那里没有任何
熟人，而且也没有直接能到达目的地的交通工
具。你们谁能帮助我在火车站搭上车？
❷我的父母今晚要工作到很晚，而我放学之后无处
可去。谁能帮助我找个去处，使我能一直在那里
等到我父母下班？
❸我是你的邻居，我刚做了手术从医院回来。我没
有力量行走，也无法照料自己。在你认识的人
中，
有谁能住在我家里，
帮助我几天？

要求学生们分成小组，
并给每个小组发一个情
境卡片。要求组员阅读情境介绍并讨论解决
问题的方法。
最后，
每个小组要有一个人来分享他们面对的
情境以及解决的方案。

总结
说：把自己想象成那个急需帮助的人，你会有
何感受？当有人帮助你的时候，
你有何感受？
这与上帝希望我们彼此对待的方式有何相同
与不同之处？我们对待朋友的方式如何？
如果你没有完成预备活动 A 部分，
现在与学生
们回顾存心节，
诗 133：
1：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
美！”（诗 133:1）
要记得

主题信息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也能爱朋友和仇敌。

*祈祷与赞美

*“祈祷与赞美”可以放在课堂的任何时段进行。

笔记

交谊
容许学生们与你分享他们的快乐与忧愁。关注某
人的生日，
特别的事件，
或所得的成就。对来宾致
以特别的、热情的欢迎。通过带来宾拜访教会的
成年人获得他们的联系方式。在接下来的一个星
期，尽早给他们寄送明信片或写邮件，让他们知
道你多么喜欢让他们加入你的班级，
并说明你希
望再次见到他们。

颂赞诗歌
“看哪，
何等的爱”（《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42 首）
“朋友”（《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118 首）
“这是我的命令”（《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116 首）

圣工
使用《复临信徒宣教》 杂志成人版／青年版
（登录 www.juniorpowerpoints.org 点击 MISSION
栏目），或使用其他圣工报告材料。在讲圣工故
事的时候，在墙上挂一张世界地图。让学生能够
看到圣工故事发生的地点，
并和自己所在的地方
进行对比。你可以用图钉在地图上标出圣工故事
的发生地。

捐款

你需要
捐款箱

说 : 当我们将什一和乐意捐带到安
息日学的时候，
我们向朋友展示爱甚至我们所不
认识的人显示了爱。

祷告
要求学生们拉着手祷告：耶稣啊，我们一起来到
这里。今天请你向我们显明如何彼此相爱，如何
爱自己朋友圈之外的人。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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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2

圣经研究
你需要
圣经

故事简介

经历故事

说：
本课的重点是讨论如何智能地使用我们的
言语。同时，本课也有一些好的建议，使我们
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的朋友甚至是仇敌。带
来积极之关系的良好谈话都有哪些常见的原
则？（尊重，
良好的倾听技巧，
渴望彼此建立，
而非彼此伤害，保护他人的权力与名誉，而不
是流言蜚语，
等等。）

组成四个小组。要求每个小组 铅笔
在各自小组里大声朗读，各个
小组的安排如下：
第一组，
太 5：
21-26；
第二组，
太 5：
33-37；
第三组，
太 5：
38-42；
第四组，
太 5：
43-48。

主题信息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也能爱朋友和仇敌。

纸张

要求每个小组根据目前的环境对自己所读的
经文做一个简短的总结。每个总结的开头必
须是“你们听见有话说……”，并且要包括
“只是我告诉你们……”。例如：“你们听
见有话说：‘不可杀人’，
只是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恨自己的弟弟，
你或许就不是那眼所不
见之国的居民。”给每个小组时间进行报告。

对那些有特别需要之学生的安排：
允许那些有书写或拼写困难的学生口头表
述，
而其它的组员要以文字进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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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应用

你需要

圣经探索

圣经

说 : 耶稣在上山所讲的大部分内容并非新的
道理。摩西五经和律法书里都有，而这恰恰是
当时犹太人圣经的全部组成部分。新的是，耶
稣以新的方法来解释这些内容。文士，法利赛
人，还有律法师以含糊不清，令人厌烦的方式
讲解律法。耶稣正确地讲解律法，因为他乃是
律法的作者。我们来看看关于福山宝训所根
据的一些旧约的经文。
还在同一个小组，
要求学生们查找这些经文并
阅读：第一组，出 20：
13；第二组，利 19：
12；
民 30：
2；申 23：
21-23；第三组，出 21：
23-25；
利 24：
19，
20；
申 15：
7-11；
第四组，
利 19：
18；
申 23：
2，
3，
6；利 19：
2。完成阅读之后，问：第
一次读的经文与第二次读的这些经文之间有
哪些联系？

情境介绍
问 : 讲一讲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经历。例
如：
有人向他人说我的坏话，
然后说：
我知道自
己有时也传播流言蜚语。在场的有人做过同
样的事情吗？不论我们曾经做了什么，
上帝都
爱我们。既然我们曾经说别人的坏话，上帝依
然爱我们。我们是否可以向同胞表达相同的
爱呢？现在，
我们可以爱自己的朋友和仇敌。
讲一讲自己被错待的一个经历。（重复几次，
要向学生们说明，我们虽然不好，却经历了上
帝的爱与赦免。正因为如此，我们也要将这样
的恩惠与怜悯传递给他人。）

主题信息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也能爱朋友和仇敌。

给每个小组汇报的时间。第四个小组的学生
或许会说，
他们找不到不可恨仇敌的经文。
说：在旧约圣经中找不到“恨你的仇敌”这
几个字，但当时的教师教导说，人可以恨自己
的仇敌。当这些教师和他人听到耶稣的讲论
时，你认为他们有何感受？（嫉妒，生气，愤
怒）你有何感受？（困惑，
绝望，
轻松，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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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信息分享

要求学生们组成三人或四人的小组。要求他
们分享自己如何为了有需要的朋友多走一里
路，
他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上帝之国的特
质（例如：在同龄人意见不同的时候，如何充
当使人和睦的人）。
若有学生乐意与所有人分享，
便可请他们在大
家面前诉说自己的经验。结束时特别强调，耶
稣曾应许过所有人，
若有人能按天国的特质来
生活，
他必赐下许多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读存心节，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
美！”（诗 133:1）

*结束
总结和祷告
祈求上帝向你的安息日学学员显明，
只有上帝
能赐给他们爱朋友，爱仇敌的力量：靠着主的
恩典。

给父母的建议
说：请查阅研经指引学生本，找到父母篇的
页面，你们可以用在家庭崇拜中，或者可以
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用来引导孩子们的灵
命增长。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的网站上找到这
些 材 料：www.juniorpowerpoints.org/podcast.
php?channel=1

下周预告：
说：一个朋友在午夜来借面包。上帝希望我们
即使在不方便的时候也要帮助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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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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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第四课

学生本
更多关于天国的奥密
你曾否听过某篇非常触动人心
的证道，
你甚至巴不得立刻就做
出改变，
但有些听了非常气愤？
在耶稣的听众中，
当他讲完那看
不见的国度之后，
有很多人有同
样经历。设想一个与你同龄的男
孩在现场听耶稣的讲道。
在耶稣讲道时，
男孩看着那些法
利赛人。他们板着脸听道。我想
他们不赞成耶稣所讲的内容，
男
孩想。
那天，男孩听到许多美妙的讲
论。他从耶稣得知，作为天父的
真儿女，
他要本着爱与同情对待
朋友和陌生人。尽管他并不想这
样做，
但上帝能帮助他去爱人。
男孩想到了市场上那些乞讨的
孩子。他们的衣服又破又脏。他
感觉在他们身边非常不舒服，
试
图远离他们。或许我可以帮助他
们，
男孩想。
耶稣继续讲，
人的行为会告诉别
人他内心的状态。“你们听见有
吩咐古人的话，
说：
‘不可杀人’
；
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凡向弟兄动怒
的，
难免受审判。”( 太 5:21)
群众认真听耶稣的阐述。法利赛
人板着的脸更加严肃了。
“所以，
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
候，
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
物留在坛前，
先去同弟兄和好，
然
后来献礼物。”(23, 24 节 )。
男孩想起了他和朋友的争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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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并不想告诉上帝。后来，他
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不再感觉
空虚了。
后来，
耶稣教导说，
我们需要撇弃
一切让我们犯罪的事情，
尽管那
件事情或许对我们很宝贵。没有
什么事情应该妨碍上帝对我们
人生的计划。男孩看着爸爸想，
爸爸选择弃绝某些事情，
因为这
些事情会让他远离上帝。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
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耶稣
继续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要爱你们的仇敌，
为那逼迫你们
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
的儿子；
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
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的
人。……所以，
你们要完全，
象你
们的天父完全一样。”(43-48 节 )
男孩看了妈妈一眼。有时，妈妈
会给一位寡妇送食物。还有些时
候妈妈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预
备衣物。对妈妈来讲，她是否认
识这些人并不重要。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行在
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耶稣警告说。“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
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
暗中察看，
必然报答你（有古卷
作：
必在明处报答你）。”( 太 6:1,
3, 4)
他思考妈妈的一些举动。妈妈从
不夸耀自己的善行。这与我所见

到的某些人截然不同，他想。法
利赛人总是显扬自己的善举。
男孩认真思考耶稣的教训。现在
他明白作为天父的孩子，
他必须
要向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表明
何为真正的门徒。如果人们看到
他本着爱与尊重对待他人，
他们
或许会问他为什么会这样行。
这时，他就可以把上帝告诉他
们，
把上帝在他生活中所成就的
事告诉他们。如果他不在意自己
的行为，
那么他就无法反照上帝
的爱。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也意
识不到他生活中的变化。这样，
他就失去了传扬上帝的机会。
后来，
男孩对父母说“今天耶稣
讲了很多内容。我不知道如何
一一行出来。”
“要记得，
你靠着自己什么也做
不了，”爸爸提醒道。“上帝会
赐给你力量。”
男孩的脸上露出了微笑。“我喜
欢这个观点！”他说。

参考资料
• 太 5:21-26, 33-48
•《历代愿望》31 章 ,310-314 页
•《福山宝训》3 章 ,55-58, 66-78 页
•《圣经故事》(1994), 卷 8,62-65 页
• 基本信仰第 14, 12, 22 条

存心节
“看哪，
弟兄和睦同居，
是何等的善，
何等的
美！”( 诗 133:1)

主题信息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也能爱朋友和仇敌。

安息日

星期三

做 做第 33 页中本周的活动。

读 太 5:33-37

学 开始学习存心节。

星期日

思 你曾否许诺却没能信守承诺？
有没有这样对待过你？这两种情形
中你都有哪些感受？

22 和本周的故事“更
读 太 5:21，
多有关天国的奥密”。

问 找一个成年人分享是什么帮助
他向上帝和他人信守了承诺。

思 你可以通过那些方式在家庭和
学校中度合一的生活？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赞美上帝对你的爱与关怀。

星期一

祷 恳求上帝帮助你信守承诺。

星期四
读 太 5:38-42

读 太 5:23-26

思 41 节说什么？你可以通过哪些
方式再走一里路？

思 为什么我们如何对待他人非常
重要？

行 今天，为某一个朋友给出更多
并走得更远。

计划 在你的研经日志里列出克服
怒气（如：散步，数到 10，等等）的
方法。

记 因为上帝爱我们，我们能爱朋
友和仇敌。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祈求上帝赦免你上次朝某人发
怒的罪。

星期二
读 太 5:27-32
思 根据腓 4:6-8，你可以通过哪些
方式保持思想纯洁？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恳求上帝的平安引导你的心思
意念。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祈求上帝赐你恩典能爱你的朋
友和敌人。

星期五
读 太 5:43-48
思 根据这段经文，真基督徒的标
志是什么？
表现 列出三种你可以向“仇敌”
一样待你之人表现爱的方式。在接
下来的几天做这些事情。
说 通过背诵来与家人分享存心
节。
祷 求上帝给你恩典和力量与“仇
敌”和好。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