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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o Text for “My Picture Book”(Mandarin) 

你好。我先问你们⼀个问题，好吗？ 
地球是怎么来的？⼈从哪⾥来？ 
有没有创造我们的上帝？ 
他关⼼我们吗？ 

今天晚上我要告诉你们⼀个故事。 
是⼀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要告诉你们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上最早的⼈是谁。 
注意听，我就告诉你。 

Picture 1 
有⼀本书告诉我们。 
很早以前，他向⼀些⼈说话。他们把上帝的话很仔细地写下来，成了⼀本书。
这本书叫圣经。 
圣经是⼈写的，但不是⼈的话。是上帝的话。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上帝创造的。 
上帝知道我们是⽆知的，知道我们是顽固的。所以，他把他的话写下来，让我
们记得、让我们顺服。 

在圣经⾥，上帝写给我们奇妙的信息。 
他告诉我们怎么⽣活，怎么作⼈。他爱我们，要告诉我们好消息。你想听这好
消息吗？ 
好，我们就开始。 

Nothing 
世界还没被创造以前， 上帝创造了天使与他⼀起⽣活在天堂⾥。⽽天堂呢 ？简
单地说，天堂是上帝住的地⽅，是个完美的地⽅，是⼈⼈要去的地⽅。 

这些天使是为了服侍上帝⽽创造的。他们完全顺服上帝。他们很有⼒量，但是
还在上帝的控制下。 

最漂亮的天使叫早晨之星。他是最漂亮的、最聪明的天使。但他变得贪⼼。他
要得更多。他想坐在上帝的位置上,成为上帝。但是上帝看到他的骄傲。所以，
上帝惩罚他，不让他住在天堂⾥。这位被赶出去的天使也叫做撒但。 

Picture 2 
他是邪恶的天使。他招集了许多天使。其实，⼤部分的天使也离开了上帝。因
为上帝是圣洁的，他审判他们，把所有的坏的天使赶出去。这些跟随着撒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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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都变成邪恶。 
他们成为邪灵，也叫⿁。这些邪灵还存在。为什么世界上有邪灵？就是因为这
个事情。 

它们叫⼈撒谎、欺骗别⼈、吵架、犯罪。它们恨上帝所作的事情，它们反对上
帝。 

虽然很多天使不听上帝，离开天堂，但是还有很多好的天使。 
他们还跟上帝在⼀起，赞美他、完成他的旨意。 

Picture 3 
我讲上帝。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他是⾮常有能⼒的上帝。他是
⼀个灵。他⽆所不在。没有⼈能看见他，但是他很关⼼我们、他爱我们。他是
唯⼀的真神。 

当上帝开始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先创造光。他说，“让世界有光。”光就有
了。 

Picture 4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切。他所创造的⼀切都是好的。 
他创造了⼲地，也创造了⼤海。他创造了动物、植物，和树⽊。他创造了太
阳、⽉亮、和星星。他给我们太阳的温暖和⽉光的美丽。 

Picture 5 
在第六天，上帝创造了所有的动物，也创造了第⼀个男⼈和第⼀个⼥⼈。男⼈
的名字叫亚当Adam。⼥⼈的名字是夏娃Eve。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他们。上帝要他们有快乐的⽣活，永远地认识上帝。 

上帝有智慧。他给了亚当夏娃智慧。最早的⼈亚当又聪明又不聪明。我们知道
他很聪明，因为他命名所有的动物。动物的名字都是他说的。 

他为什么不聪明？等⼀下我告诉你。 

上帝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们住在⼀个⾮常美丽的地⽅。那⾥⼀切都
完美。 

请问，今天的世界都完美？⼀切都好吗？不是。 
我们看到的是苦难、冲突、战争、还有很多邪恶的东西。 
这都是怎么开始的？ 
罪恶怎么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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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ure 6 
当上帝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的时候，他给他们选择，他们可以听他的话，
也可以不听他的话。他们可以顺服，也可以不顺服。 

他说他们可以吃园⼦⾥所有的果⼦，只是园⼦中间的那棵树的果⼦他们不能
吃。那棵树叫做分辨善恶的树。 

上帝说他们不可以吃它的果⼦。如果吃了，他们会死掉。 

Picture 7 
撒但进⼊了伊甸园，成为⼀条蛇。它向亚当夏娃撒谎。 
亚当夏娃有选择。他们可以听上帝的话，也可以听撒但的话。 

App 
今天我们⼈有⼀样的选择。   我们可以听上帝，也可以听撒但。 
我们可以顺服上帝，也可以不顺服。 

就在这⾥，亚当不聪明。⾸先他的妻⼦，然后他⾃⼰吃了本来不能吃的果⼦。
他们选择不顺服上帝。 

上帝供应他们⼀切所需要的，但是他们还要独⽴，他们还要⾛⾃⼰的道路。这
就是罪恶的开始。 

从这个，我们可以学到，我们不要像他们那样。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要顺服
他，敬拜他。 

Picture 8 
亚当夏娃⼀下⼦感觉不⼀样。他们感觉有罪。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认识到他
们是裸体的，所以他们赶快⽤叶⼦作⾐服。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他惩罚他们，把他们赶⾛，不让他们住在美丽的伊甸园。 

但是，在惩罚他们的同时，上帝应许他们，他要派⼀个救主。 

Picture 9 
救主会有能⼒战胜撒但。救主会压碎撒但的头。撒但恨上帝。但是上帝说，救
主要战胜撒但和⼀切的罪恶。 
按照圣经，创世记3章15节，上帝应许要派⼀个救主，这个⼈有⾜够的能⼒战胜
撒但。 

这个⼈出⽣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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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知道吗？ 

Picture 10 
当上帝把亚当夏娃赶出去的时候，他叫天使⽤⽕剑看守伊甸园的门。 
你们知道为什么上帝的天使看守门吗？ 

因为上帝不要亚当夏娃永远活在罪中。如果他们吃⽣命树的果⼦，他们会永远
活着。所以，上帝不让他们再进⼊伊甸园。 

这是上帝的惩罚，也是⼀件好的事情。因为如果亚当夏娃永远活着，他们永远
跟上帝隔离，他们永远是罪⼈。上帝怜悯他们，不让他们永远住在罪中。 

上帝的计划就是要派⼀个救主来救我们脱离罪恶。 

虽然上帝惩罚亚当夏娃，他还关⼼他们。他让他们⽣⼉⼥。 

Picture 11 
亚当和夏娃⽣了两个⼉⼦。 ⼀个叫该隐Cain, ⼀个叫亚伯Abel。长⼤以后，亚伯
成为⼀个牧⽺⼈，⽽该隐是⼀个农民。 

Picture 12 
有⼀天，亚伯从⽺群中选出⼀只肥美的⽺献给神作祭物。神就看重亚伯的祭
物， 就接受他的祭品。该隐把他的⼀些⼟产也献给神作祭物。神不看重他的祭
品，拒绝该隐的祭品。 

后来，因为该隐恨亚伯，该隐把他的弟弟给杀了。 

Picture 13 App 
Explain why Cain’s sacrifice not accepted. 
Hmong sacrifices not acceptable?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不能⽤⾃⼰的⽅法来敬拜神。 
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条件，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他。 

今天的世界有那么多宗教领袖，那么多信仰。他们都说他们的是真理。 

我们必须相信神的真理。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条件敬拜他。 
我们不能⽤⾃⼰的⽅法来敬拜神。 

Pictur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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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隐杀了亚伯以后，世界上的⼈越来越多，⼈分布在地球上各个地⽅。 

上帝看到⼈的⾏为。他看世界上满有暴⼒，邪恶。 
所以，上帝后悔创造⼈。他决定毁灭⼈类和⼀切的动物。 
他要⽤洪⽔毁灭⼀切的活物。当时，世上的⼈都是邪恶的。 
只有⼀个好⼈，他名字叫挪亚。 

挪亚敬拜神。他常常献祭给神。他是⼀个很虔诚的⼈。 
神对挪亚说：“我很伤⼼。⼈的内⼼充满邪恶。我要⽤洪⽔毁灭⼀切的⼈类。”
洪⽔要来，掩没全地。 

Picture 14 
神对挪亚说：“你要为你⾃⼰建造⼤船，就是⽅⾈，让你 
和你的家⼈住在⾥⾯。这样，洪⽔不会害你。”  
挪亚听神的话。他听神的指⽰以后，马上开始做船。 

挪亚是⼀个虔诚⼈。他听从上帝。虽然他⾃⼰也没有看见⾬，他相信神的话。
他相信天会下⾬。他顺从上帝⼀切的命令。 

当⽅⾈做成以后，上帝吩咐挪亚⼀对⼀对带领动物进⼊⽅⾈。世上所有的动物
⾛过来进⼊⽅⾈。当它们进⼊的时候，挪亚可能最后⼀次警告他的邻居，说要
离弃罪恶，要悔改。 

他们听挪亚吗？没有听。所以，上帝把门关上了。在⽅⾈⾥，只有挪亚、他的
妻⼦、他的三个⼉⼦和三个⼉媳妇。 
******** 
Pic 15 
⼏天以后，开始下⾬。现在，那些不信的⼈特别害怕。他们从来没有看见⾬，
从来没有听见雷声。上帝耐⼼地等待120年，要他们离弃罪恶，要他们悔改。但
现在太晚了。App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听上帝的话。不要等到太
晚。我们⼈有选择 －我们可以听上帝，也可以听撒但。我们可以顺服上帝，也
可以不顺服。 
******** 
App如果你知道圣经，你听了耶稣，但还没有信，那么你要马上信耶稣，接受
新的⽣命。 
******** 

连续下了40天的⾬。⽔涨了，越来越深。40天以后，全世界被掩没，甚⾄最⾼
的⼭也被掩没了。上帝毁灭了地上所有的⽣物。但是，⽅⾈⾥⾯的8个⼈很安
全。上帝保护他们安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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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停了，⽔位开始下降。 
好⼏个⽉以后，上帝让挪亚和他的家⼈和动物离开⽅⾈。 
现在世上所有的⼈都是从挪亚的三个⼉⼦出来的。洪⽔以后，这些⼈分散到世
界的各个地⽅。 

Pic 16 
挪亚还是个虔诚的⼈。他感谢上帝，向上帝献上祭物。上帝应许挪亚，他以后
不再⽤洪⽔毁灭⼤地。上帝也让挪亚看到天空的彩虹。上帝说，他要和挪亚⽴
约。其实，上帝应许要派⼀个救主，⽽救主是挪亚的⼀个⼉⼦的后裔。 

Pic 17 
Review 
到现在，我们知道上帝应许要派⼀个救主。上帝选了亚伯，又选了挪亚实⾏他
的计划。后来上帝选了⼀个⼈，名字叫亚伯拉罕(Abraham)。上帝要使⽤亚伯拉
罕实⾏他救⼈的计划。end review经告诉我们，当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吩
咐他离开他⾃⼰的地⽅，往上帝要告诉他的地⽅去。请注意：上帝没有告诉他
要去哪⾥。但上帝也应许亚伯拉罕⼀些奇妙的事情。One ,他应许把迦南
(Canaan) 地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Two,他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
Three,上帝说他要特别祝福亚伯拉罕。Four ,上帝说世界上所有的⼈要因为亚伯
拉罕得福。这就是救主的应许。 

还记得吗？我们⼈⽆知。我们没有能⼒理逃脱罪恶。我们不能逃脱撒但的权
势。所以，上帝应许派⼀个救主。上帝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只有⼀个
⼤问题。你们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亚伯拉罕没有⼉⼦，另外，他的妻⼦太⽼
了，不能⽣孩⼦。 

亚伯拉罕顺从神吗？是的。他顺从神。他把他的妻⼦和他所有的牲畜、所有的
财产离开他住的地⽅。 

No Pic 
亚伯拉罕等候上帝应验他的应许。 
他的妻⼦能⽣孩⼦吗？ 
亚伯拉罕等了25年，他还相信神。 

Pic 18 
有⼀天晚上，上帝带领亚伯拉罕到外边去看看。他告诉亚伯拉罕，你看天上的
星星。上帝说，以后你的后裔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上帝应许他,他会有⼀个
⼉⼦。他妻⼦要⽣⼉⼦。另外，世界上所有的⼈要因为那⼉⼦得福。圣经告诉
我们，亚伯拉罕相信神。神就把他看作 是个义⼈。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因为他
的信⼼他蒙神的祝福。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事情。⼈的作法就是试图做好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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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神的祝福。但是这不是神的作法。 

Review 
还记得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吗？亚伯献祭，神就喜欢他的祭物。但是该隐试图⽤
⾃⼰的⽅法敬拜神，神就拒绝他。 
我们不能⽤⾃⼰的⽅法来敬拜神。 
我们必须按照神的条件，按照神的要求来敬拜他。因为他是神，他有权利告诉
我们怎样敬拜神。 
神要我们信他。 
圣经新约告诉我们，我们有信⼼的⼈跟亚伯拉罕⼀同得福。凭着信⼼，我们能
因信称义。我们不能通过⾃⼰的努⼒得到神的喜悦。End review 

神跟亚伯拉罕⽴约made a covenant。神告诉亚伯拉罕⼀些别的事情。他告诉亚
伯拉罕，以后会有400年的时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在埃及(Egypt)当奴⾪。但后
来，神要赐给他们迦南地。上帝继续给亚伯拉罕他的应许。上帝是怜悯的神。
他要亚伯拉罕深信他的应许。他说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之⽗。 

No suitable pic 
有⼀次，上帝派三位天使见亚伯拉罕的妻⼦撒拉(Sarah)告诉她，她要⽣⼉⼦。
⼀年以后，事情果然发⽣了。90岁的撒拉(Sarah)⽣了⼀个⼉⼦。 
神的应许完全可靠。撒拉⽣的⼉⼦名字叫以撒(Isaac)。 

Pic 19 
好多年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神吩咐亚伯拉罕带他独⽣⼉⼦以撒去⼀个地
⽅，然后在那⾥把⼉⼦献给神。亚伯拉罕知道很危险，但是他听从神。他带着
他的仆⼈和⼉⼦以撒，也劈好柴带上。到了摩利亚⼭(Mount Moriah)，亚伯拉
罕建了⼀座坛，把柴摆好，捆绑他⼉⼦以撒，把以撒放在坛的柴上。他快要杀
以撒的时候，上帝说，“不”，不要害他。上帝看到亚伯拉罕愿意舍去他所疼爱
的⼉⼦。实际上，上帝不要亚伯拉罕杀他的⼉⼦。上帝在试验他。他要亚伯拉
罕相信他、顺服他。 

亚伯拉罕顺服神。神又⼀次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增多，就像海边的沙⼦
那么多。万国都要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得福。 

Review 
如果我们信救主，我们也会得福。我们传福⾳给别⼈，他们也会得福。End 
review 

Pic 18 (again) 
上⼀次我们讨论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相信神，神祝福他。他⼉⼦以撒(Isaac)
也相信神，神也祝福他，给他⼀样美好的应许。以撒的⼉⼦叫雅各(Jacob)。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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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把雅各的名字改成以⾊列(Israel)。今天的犹太⼈(Jews)都是雅各的⼦孙。 

No suitable pic 
雅各和他⼉⼦进⼊了埃及(Egypt)。他们在那⾥成为奴⾪。虽然是奴⾪，上帝祝
福他们，他们的⼈数增加了。上帝是信实的神。他应许要祝福他们。 

埃及⼈不喜欢他们，压迫他们。但是上帝看到以⾊列⼈所受的苦。他有计划要
拯救他们。上帝不是⼀位不关⼼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住在哪⾥，他关⼼我
们。 

上帝做了什么？ 
他选择⼀位名字叫摩西(Moses)的⼈。摩西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个⼈物。我必须
讲他的故事。 

Pic 20 
摩西是⼀个以⾊列⼈，但是他在法⽼王宫长⼤。他受到埃及⼈最好的教育。他
是个很聪明的⼈。但是因为他杀了⼀个⼈，他只好离开埃及，住在旷野⾥。他
在那⾥靠放牧⽣活。 

有⼀天，⼀个神迹发⽣了。他看到⼀棵树烧着。 他觉得很奇怪，因为树没有被
烧掉。他⾛过去看⼀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天上来的声⾳。上帝在向他说
话。你知道上帝说了什么吗？他吩咐摩西脱下他的鞋⼦，因为说这块地是圣
地，是圣洁的。上帝告诉摩西他是圣洁的神。摩西不能随便接近神。不是我以
前说了吗？review 我们⼈要按照神的条件来接近他、敬拜他。(end review) 

所以，摩西脱下他的鞋⼦。上帝告诉摩西他看到以⾊列⼈的痛苦。他说他关⼼
他们，要拯救他们。他命令摩西作他们的领导，领他们出埃及。开始的时候摩
西犹豫了，后来他顺服神，成为以⾊列⼈的领导。开始的时候摩西觉得他没有
资格当以⾊列⼈的领导。他觉得他不太会说话。但是神赐给他⼒量，后来他很
有勇⽓。他做了什么？他直接跟法⽼王说话！ 

Pic 21 
上帝说要拯救以⾊列⼈，要领他们出埃及。当时埃及⼈有很多神。很多假神。
上帝审判埃及⼈的神。上帝下了很多灾难显⽰他的⼤能。他下了这些灾难，为
了向埃及⼈显明他是唯⼀的真神。 

上帝给以⾊列⼈⼀些指⽰。他告诉以⾊列⼈，他要很严厉地对待埃及⼈。他要
杀掉埃及⼈每⼀家的长⼦，也要杀⼀切头⽣的牲畜。但是，他吩咐以⾊列⼈，
如果他们顺从他，宰杀⽆残疾、没有缺点的羔⽺，把⽺的⾎涂在门框上，那
么，他们不会死，上帝要越过他们去。 



9

 

上帝说，我⼀看⾎，我就会越过你们去。这图⽚是以⾊列⼈把⽺的⾎涂在门框
上。他们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他们顺服神。 

Pic 22 
就在那天晚上，半夜的时候，上帝⾏动了。他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和⼀切头
⽣的牲畜。 

圣经告诉我们，在埃及全国有哀哭的声⾳。上帝就这样审判埃及⼈的假神，但
以⾊列⼈被拯救了。就在同⼀个晚上，以⾊列⼈离开埃及。他们不再是奴⾪。
为了实⾏他的计划，上帝拯救了以⾊列⼈。上帝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
许就是要赐给他们迦南(Canaan)地。上帝不要让他们当奴⾪。他也应许他们⼀
位救主要来，因为救主，以⾊列⼈、世上所有的⼈要得福。 

Application 
从这故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们可以学要顺服神。以⾊列⼈顺服神,我们也要
顺服神。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才能得到他的喜悦。上帝要我们怎样⾏，
我们要怎样⾏。 
上帝要我们怎样信，我们就要怎样信。 
如果我们相信救主，神⼀定会怜悯我们。 
End of section (stopping point) 

摩西领以⾊列⼈出埃及以后，以⾊列⼈进⼊旷野。上帝应许要带领他们到迦南
地，但是他们要耐⼼，上帝的应许还没有应验。 

Pic 23 
上帝在旷野中显⽰他的⼤能。⽩天，上帝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晚上的时候，
他在⽕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天、晚上都可以⾏⾛。上帝供应他们⼀切的需
要。上帝在⽕中降在⼭上。他以⼤⽕的形式向以⾊列⼈显现。这个地⽅叫西乃
⼭(Mount Sinai)。他要他们作他的⼦民，遵守他的律法。 

看看图⽚。  
上帝先吩咐摩西要在⼭的周围给⼈定界限。上帝说，只有摩西可以上⼭跟他说
话。⼈必须等在⼭脚。为什么？因为上帝 
要他们明⽩他是圣洁的神。有罪的⼈不能随便接近神。当时，就在西乃⼭上，
上帝给了以⾊列⼈⼗戒(10 commandments) (耶和华是唯⼀的神；不可以拜偶
像；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当纪念安息⽇；当孝敬⽗母；不可以杀⼈；不可
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撒谎；不可以贪恋别⼈的妻⼦和别的东西) 
上帝告诉以⾊列⼈，他要特别祝福他们，要他们成为上帝圣洁的⼦民。 

Review 
记得上帝应许夏娃他要派⼀位救主来战胜撒但。后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亚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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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的后裔要使全世界的⼈得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列⼈。救主要从以
⾊列⼈当中出来。 
上帝的意思就是准备使⽤以⾊列⼈让全世界的⼈明⽩上帝的伟⼤、经验他的
爱。(end of review) optional后来，以⾊列⼈得罪了神。他们看到许多神迹奇
事，但是他们还不顺从。App这就是我们⼈的特点。我们是⽆知的，我们有
罪，我们需要⼀个救主。有些⼈说，如果我能看见神，我就会相信。但情况并
不这样。我们⼈的⼼很容易变硬。 

Pic 24 
上帝给以⾊列⼈⼗戒。他的律法写在法板上。但以⾊列⼈不顺从，所以以⾊列
⼈的领袖摩西向神祷告。他求神怜悯他的⼦民。他求神记得向亚伯拉罕、以
撒、和雅各所说的应许。 

Pic 25 
摩西下⼭的时候，他看见⼈在做什么？他看见他们敬拜⾦⼦做的⽜犊golden 
calf。摩西发怒了。他⾮常⽣⽓。他把法板扔下。虽然上帝也很⽣⽓了，他还是
怜悯他们。他不愿意完全毁灭他们。 
No Pic Review 
上帝爱我们，要我们认识他。谁是救主？到现在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我们
知道他要从以⾊列⼈当中出来，他要使全世界的⼈得福。End review 

Pic 26 
当以⾊列⼈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为他建造帐幕(tabernacle)。上帝说要
在帐幕⾥与以⾊列⼈相会。上帝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帐幕的外边献祭物。如
果他们按照上帝的指⽰献祭物，上帝应许要赦免他们的罪。 

什么是罪(what is sin)？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上帝爱我们，他愿意赦免我
们，但上帝也是公义的神。上帝不能随便赦免⼈的罪。我讲⼀个例⼦。我的⼥
⼉拿了⼀个灯泡，灯泡破了。 
这灯泡是买来的，不可能是免费的。必须有⼈付灯泡的钱，或者她，或者我。
同样，我们得罪神的时候，或者我们，或者其他⼈必须付代价。 

Pic 27 
上帝告诉以⾊列⼈只有带⾎的祭物能赎⼈的罪。上帝要求以⾊列⼈要⽤洁净的
动物献给他。杀了以后，祭司接⾎，又把⾎洒在祭坛上。这样，⼈的罪可以得
到赦免。请注意！上帝不接受所有的祭物。上帝要求必须是健康的，没有缺点
的动物。这说明我们⼈要爱神，要敬拜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你知道为什么上
帝要求带⾎的祭物吗？因为圣经记载，“⽣命是在⾎中”。⼀个⼈，⼀个动物的
⽣命在⾎中。只有带⾎的祭物能赎⼈的罪。 

Pic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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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这图⽚是⼤祭司(high priest)。上帝要求，只有⼤祭司可以进⼊帐幕的最
⾥⾯，叫⾄圣所。⼀年⼀次，⼤祭司可以进⼊⾄圣所为以⾊列⼈赎罪。但是，
⼤祭司也有罪。他进去以前，必须为⾃⼰赎罪。这说明我们⼈都是罪⼈。没有
任何⼈能完全顺服神。我们都需要⼀个救主。 

Pic 29 
当时以⾊列⼈漂流(wander)在旷野中。他们没有⾃⼰的地⽅住。Review还记得
吗？上帝早就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要赐给他们迦南(Canaan)地。上帝还关⼼
他们。End review当他们接近迦南地的时候，摩西派了⼀些探⼦进去调查迦南
地的情况。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说迦南地很好，但是也说，那边的⼈很强
壮、很利害。他们说迦南的城墙⾮常坚固。⼤部分这些探⼦不愿意进去，因为
他们觉得⽐不上迦南⼈。上帝应许要赐给他们迦南地。他们为什么不信？幸
好，有两个探⼦相信神。他们相信上帝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应许。因
为他们的信⼼，上帝就⼤⼤地祝福他们。 

Pic 30 
因为⼤多数⼈的⼩信，上帝惩罚他们，使毒蛇进⼊他们的中间。许多⼈被咬，
就死了。但上帝怜悯他们，他不愿意完全毁灭他们。 

Pic 31 
上帝吩咐摩西做⼀条铜蛇，把它挂在杆⼦上。上帝告诉摩西，如果有⼈被咬，
他们只要看铜蛇，他们就会活着。App这⼀次，上帝的指⽰很奇怪。上帝没有
给他们好药。他没有给他们武器杀毒蛇。他的指⽰很简单。只要⽤眼睛看铜
蛇，就会活着。那些按照神的条件去做的⼈活了。从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当时
的铜蛇是⼀种救主。那些⼈不能救⾃⼰，但是如果他们看见铜蛇，他们活了。
这说明信⼼的重要。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信⼼，我们⼈不能得到神的喜
悦。 
No Pic 
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带领以⾊列⼈进⼊迦南地。有⼀段时间他们顺从神。这些
⼈死了以后，他们的⼉⼥就不⼀样了。 

Pic 32 
他们的⼉⼥不认识神，也不知道他为以⾊列⼈所作的⼤事。他们变成邪恶的，
随从周围国家的⼈的⾏为，拜偶像。这时候，⼤部分以⾊列的国王离弃神，带
领百姓拜偶像。 
虽然以⾊列⼈有⼗戒和律法，律法改变不了他们的⼼。 

上帝差遣他的先知向他们说话。有⼀位先知说：⼈的⼼⽐所有的东西都诡诈，
⾮常坏。这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Review最早，就是亚当夏娃。亚当和夏娃不顺服神。他们的⼼变成邪恶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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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应许他们，他要派⼀个救主。救主会有能⼒战胜撒但。救主会压碎撒但的
头，救我们脱离罪恶。End of review 

上帝差遣很多先知。他们劝以⾊列⼈离弃罪恶、悔改。但是⼤部分以⾊列⼈不
愿意悔改。 

Pic 33 
就在这时候，上帝的先知也预⾔救主。现在让我们复习以下。 
Review 有关救主，我们已经知道多少？我们知道他要作亚伯拉罕、以撒、和雅
各的⼦孙。我们知道救主会使世上所有的⼈得福。End of review 后来的先知说
得更清楚了。先知说救主也叫做弥赛亚(Messiah)。先知说他要使以⾊列⼈脱离
罪恶。先知说救主将会是⼤卫王的⼦孙，要永远作王。 

你以前听过⼀位王可以永远作王？这怎么可能？下⼀次来听听我讲这将来要作
王、要作救主的娃娃。possible stopping point 

Pic 23 
Review 还记得这图⽚吗？这地⽅就是西乃⼭。上帝就在西乃⼭向以⾊列⼈说⼗
戒。以⾊列⼈遵守⼗戒吗？没有遵守。 

Pic 25 
任何⼈能遵守⼗戒吗？不能。上帝给以⾊列⼈⼗戒，因为他要向他们启⽰他⾃
⼰。他要以⾊列⼈明⽩他是什么样的神。他要以⾊列⼈向全世界的⼈显⽰上帝
的伟⼤、上帝的圣洁。 
上帝为什么选择以⾊列⼈作他的⼦民？因为救主要从以⾊列⼈当中出来。上帝
准备使⽤以⾊列⼈让全世界的⼈明⽩上帝的伟⼤、经验他的爱。End of review 

Pic 33 
救主将会是⼤卫王的⼦孙。⼤卫是以⾊列国的⼀个很伟⼤的国王。⼤概三千年
以前，他作了以⾊列国的王。先知说救主是万国的主。虽然我们住在⼀个⿊暗
的世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认识救主，救主可以给我们带来光。
Applic你信不信？信救主，你的⽣命会有光。你不再⾛在⿊暗⾥。 

Pic 34 
先知还告诉我们什么？有⼀位先知预⾔救主要在伯利恒(Bethlehem)出⽣。奇
妙！先知预⾔救主将会是童⼥⽽⽣的。谁能作出这样的预⾔？等⼀下我们就知
道这些预⾔应验了没有。先知预⾔救主是⼀位平凡的⼈，样⼦不怎么好看。先
知预⾔救主要为罪牺牲⾃⼰的⽣命。先知说救主⾃⼰是⽆罪的，但是他要替别
⼈死。你可能想，他如果死了，他怎么能永远作王？等⼀下我告诉你。先知预
⾔救主要在⼀个财主的⼈的坟墓⾥埋葬。先知也说救主要从死⾥复活！先知预
⾔救主要从死⾥复活，然后永远作王。上帝提前告诉先知这⼀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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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帝不要我们错过救主！上帝要我们所有的⼈相信救主！我们信救主
以后，上帝会改变我们。你想知道救主是怎么出⽣的呢？好，我告诉你。 

Pic 35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差遣⼀位天使到⼀位以⾊列童⼥的⾯前。这⼥孩⼦还没有
结婚。他是⼀个童⼥。她名字是马利亚(Mary)。她看见天使感觉害怕吗？是
的。天使告诉她⼀个很奇怪的事情。天使告诉她她要⽣孩⼦。你能想象她的感
觉吗？她⼀定不明⽩。她问天使这是怎么会事。天使说圣灵要降临在她⾝上，
使她怀孕。天使也说，马利亚要叫他耶稣JESUS。 
他要伟⼤，要被称为上帝的⼉⼦，要成为以⾊列⼈的王。 
马利亚相信神吗？是的。他相信神。圣经告诉我们，她反复思想这些事情。她
相信神，神就这样作。 

Pic 36 
历史上的⼀个很⼤的神迹发⽣了！童⼥马利亚⽣了⼀个男孩。还有⼀些很奇妙
的事情发⽣了。天使向牧⽺⼈显现，告诉他们，在伯利恒⼩城市⾥救主诞⽣
了。天使也告诉牧⽺⼈，他们会在马槽⾥看见这⼩娃娃。牧⽺⼈马上去伯利
恒，找到⼩娃娃耶稣在马槽⾥。你看，站在马利亚背后的⼈就是约瑟(Joseph)。
圣经告诉我们，约瑟以后要成为马利亚的丈夫。但是他们还没有住在⼀起，还
没有结婚。你也可以看牧⽺⼈。 
Applic 牧⽺⼈听到救主诞⽣的消息以后，他们相信神。他们从野外的地⽅⾛到
伯利恒去见耶稣。他们找到耶稣，相信耶稣。 
今天，我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如果你努⼒寻求耶稣，你就会找到他。耶
稣能救你脱离罪恶，赐给你真正的⽣命。 

App 
你知道牧⽺⼈还作了什么？他们告诉别⼈有关耶稣。如果我们已经是耶稣的门
徒， 他要我们给别⼈讲耶稣。这不是⼀件可怕的事情，是快乐的事情。 

Genealogy (use a Bible to explain briefl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T and NT)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本圣经。圣经分成两个部分：旧约和新约。旧约讲
以⾊列⼈的来历。旧约讲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卫、和许多
别的⼈物。旧约的先知预⾔⼀位救主要来。新约呢？新约的主题就是耶稣。在
路家福⾳，路家这个⼈解释耶稣的家谱(genealogy)。这很有趣。路家告诉我
们，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卫都是耶稣的祖先。先知很早知道这
个。先知预⾔耶稣的诞⽣。Applic A我们可以说，耶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救
主，因为他的祖先。 

Pic 37 
耶稣30岁的时候，他准备开始传道。有⼀为名字叫约翰(John)。他是⼀个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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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劝以⾊列⼈悔改、相信弥赛亚(Messiah)。有⼀天，耶稣去约翰那⾥受
洗，要约翰给他施洗。开始，约翰拒绝。约翰不要给耶稣施洗。后来他同意
了。耶稣受洗以后，从⽔⾥上来的时候，圣灵像鸽⼦落在他的⾝上。圣经也告
诉我们，上帝从天上说话，说，“这是我的爱⼦，我所喜悦的。”Applic 从今天
的故事中，很明显，耶稣不是⼀个普通的⼈。他是童⼥⽽⽣的。先知⾮常正确
地预⾔他的出⽣地。他在马槽⾥出⽣，但以后要作王，直到永远。请下⼀次来
听听有关世界上最伟⼤的⼈。Possible stopping point 

No Pic 
上⼀次我讲了耶稣的诞⽣。我也讲了耶稣受洗的事情。当时，圣灵降在他的⾝
上。耶稣有神的⼒量。 

Pic 38 
但耶稣要通过⼀次的考验。耶稣被撒但试探。 
撒但是不是注意耶稣的诞⽣？是的。他注意了。撒但是上帝的仇敌。撒但反对
上帝所有的作为。Review⾸先，撒但在天堂⾥反对上帝，被上帝赶出去。撒但
在伊甸园来试探亚当夏娃。他向亚当夏娃撒谎。亚当和夏娃选择不顺从神，结
果，上帝不让他们住在伊甸园。这样，死亡就开始了。⼈⼈都要死亡。但是，
还记得吗？上帝说，要派⼀个救主。救主要战胜撒但。End of review你知道撒
但作了什么吗？他试探耶稣。耶稣开始传道以前，他禁⾷40天。最后，他饿
了。就在这个时候，撒但来试探耶稣，要耶稣把⽯头变成⾯包。耶稣拒绝了。 

耶稣有能⼒把⽯头变成⾯包，但是他拒绝了。撒但领耶稣到⼀座很⾼的⼭上，
撒但告诉耶稣他要赐给耶稣世上所有的权柄。但有⼀个条件。你知道那⼀个条
件是什么？撒但要求耶稣要拜他。耶稣同意了吗？不同意！耶稣说：“退去吧！
应该拜主你的神，要侍奉他，不可以拜别的神。” 
Applic 耶稣显⽰他有能⼒打败撒但。请问，你有时候被撒但试探？他要你骗
⼈？撒谎？偷东西？是的。我们都受到撒但的试探。如果我们信耶稣，耶稣能
给我们能⼒脱离邪恶、抵挡撒但的试探。我们的⽣命会有光，没有⿊暗。 

Pic 39 
耶稣被试探以后，他做得第⼀个事情是呼招⼀些⼈来帮助他。他要别⼈帮助他
传福⾳，传天国的好消息。他在加利利海边⾛⼀⾛，找到了西门彼得和他兄弟
安得烈，在海⾥撒⽹；他们本来是打鱼的。他也找到了雅各和他兄弟约翰。你
知道耶稣对他们说了什么？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马上离
开他们的⽹，跟从耶稣。他们成为耶稣的门徒。在耶稣的⾝上，他们看到⼀种
能⼒，⼀种吸引⼈的⼒量，所以他们离开他们的⽼家、离开他们的亲⼈开始跟
从耶稣。 

Pic 40 
有⼀天，耶稣和他的门徒上了船。他们在加利利海航船。突然，暴风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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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很⼤。但耶稣在穿上睡着了。耶稣的门徒很害怕。他们叫醒耶稣，对他
说：“救我们，我们快要死了！”耶稣却不怕。耶稣命令风和波浪说：“住了吧，
静了吧！”很奇妙！风和海⼤⼤平静了。然后，耶稣责备他的门徒为什么不信
他。他们问：“这是什么样的⼈？” 
Applic 今天，耶稣问我们⼀样的问题。耶稣是谁？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如
果答对了，我们可以得救，得到⽣命的光。 

Pic 41 
还有⼀次有⼀个⼈来看耶稣要耶稣医治他的⼉⼦。他说他的⼉⼦有癫痫病。这
种病突然发作，使⼈发抖。但是这个孩⼦也被⿁附着。⿁好多次要孩⼦的命，
叫他跌在⽕或跌在⽔⾥。 那⽗亲把孩⼦带到耶稣的门徒那⾥，但耶稣的门徒不
能医治他。后来，把孩⼦带到耶稣的⾯前，耶稣命令⿁，⿁⽴刻就出来了。这
说明，耶稣真有能⼒战胜魔⿁和邪灵。耶稣有能⼒使他们得到⾃由。Applic B  
耶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可以战胜撒但(撒但就是魔⿁)。 

Pic 42 
有可能你像尼哥底母(Nicodemus)⼀样，他是犹太⼈的⼀个领导。 
有可能你对耶稣有疑问。有⼀天晚上，尼哥底母来见耶稣。你知道为什么他在
晚上来吗？因为他怕犹太⼈。犹太⼈决定，他们不喜欢耶稣，要把他杀了。尼
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上来的， 因为没有神同在，没有⼈能⾏像你所
⾏的神迹。” 尼哥底母知道耶稣是⼀位圣⼈。他知道耶稣有能⼒。但耶稣的回
答可能使他感到惊讶。 

Pic 43 
耶稣说：“如果不重⽣，⼈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讲了重⽣。 
重⽣有什么意思？尼哥底母想知道重⽣是什么？尼哥底母想耶稣讲再⼀次进⼊
母亲的肚⼦。耶稣讲的是属灵的事情。接受属灵的⽣命就是重⽣。 

App 
圣经说我们⼈因为有罪是死的。属灵⽣命是死的。我们⼈常常⾃私，撒谎、骄
傲，骗别⼈，骂别⼈。这些都是罪。我们⼈不遵守真神的⼗戒。我们属灵⽣命
是死的。我们需要新的⽣命。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得到新的⽣命、新的
希望。 

Pic 44 
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耶稣提醒他另外⼀个故事。就是我们最近学过的
故事。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也必照样被举起来。Review你还记得
吗？以⾊列⼈在旷野的时候，有毒蛇进⼊他们的中间。很多⼈被咬，就死了。
上帝吩咐摩西做⼀条铜蛇，把它挂在杆⼦上。上帝告诉摩西，如果有⼈被咬，
他们只要看铜蛇，他们就会活着。只要⽤眼睛看铜蛇，就会活着。E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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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耶稣讲了⼈⼦，这个词。耶稣把⾃⼰叫做⼈⼦。耶稣也说他要被举起来。耶稣
这样说是为了告诉尼哥底母他要死在⼗字架上。不仅仅是这个。耶稣也说所有
的相信他的⼈就会得到永⽣。你还记得吗？我以前告诉你先知说耶稣要死。现
在，耶稣⾃⼰说要死。 

Pic 45 
有⼀天晚上，耶稣召集他的门徒庆祝逾越节(Passover)。Review 还记得以⾊列⼈
在埃及作过奴⾪。后来上帝拯救他们。他派他的使者杀掉埃及⼈每⼀家的长
⼦，也杀了⼀切头⽣的牲畜。 
他杀了埃及⼈所有的长⼦和⼀切头⽣的牲畜。就在那天晚上，   以⾊列⼈离开
埃及。他们不再是奴⾪了。上帝告诉以⾊列⼈要永远纪念这个事情。他们庆祝
的这个节⽇叫做逾越节。End of Review 好多年以后，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庆祝逾
越节。按照习惯，耶稣拿了⾯包，递给他的门徒说：“拿饼来吃，这是我的⾝
体。” 他也拿了⼀杯酒说：“来喝，这是我的⾎，为很多⼈流出来的。”耶稣说他
要死。 

犹太⼈控告耶稣亵渎xie4du2上帝。 
Pic 46 
他们使⽤假的见证审判他，然后把他钉⼗字架。耶稣跟两个犯⼈⼀起钉⼗字
架，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那两个犯⼈因为⾃⼰的罪受审判。但是耶稣从来
没有犯过罪。虽然耶稣没有犯过罪，但是他⾃愿地让那些坏⼈把他钉⼗字架。
他牺牲了⾃⼰的⽣命。耶稣死去以前，天⿊了三个⼩时。当 
耶稣死的时候，地也震动，磐⽯裂开了， 

Pic 47 
圣殿⾥的幔⼦裂为两半。这很有意义。注意听。 

Pic 28 
在旧约的时代，圣殿⾥⾯有“⾄圣所。”这是最⾥⾯的，最圣洁的地⽅，就是上
帝选择住的地⽅。⼈不能随意进⼊。上帝要求，只有⼤祭司可以进⼊“⾄圣
所。”⽽且他要带⾎进去，因为只有带⾎的祭物能赎⼈的罪。这样，⼀年⼀次，
⼤祭司进⼊⾄圣所为以⾊列⼈赎罪。但是⼤祭司也有罪。他进去以前，必须为
⾃⼰赎罪。 

Pic 47 again 
当耶稣死的时候，圣殿⾥的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意思是：因为耶稣死了，为我们流⾎，普通的⼈可以进⼊⾄圣所。⼈可以与神
和好。⼈可以跟上帝交流。耶稣的⾎开了⼀条新的路，⼈可以跟上帝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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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考虑耶稣的死，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到，耶稣不是⼀个平凡的⼈。 
Applic C  耶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为我们流⾎。他没有罪。他替我
们、替世⼈的罪死了。 

请问，如果耶稣犯了罪，他能不能作我们的救主？ 
不能。如果耶稣犯了罪，他没有资格作我们的救主。 
Pause 
耶稣死在⼗字架上。 
是不是故事结束了？  不！ 

Pic 34 
Review还记得先知吗？有⼀位先知预⾔救主将会是童⼥⽽⽣的。还有⼀位先知
预⾔救主要在伯利恒(Bethlehem)出⽣。先知预⾔救主的样⼦不怎么好看。先知
预⾔救主要为罪牺牲⾃⼰的⽣命。先知说救主⾃⼰是⽆罪的，但是他要替别⼈
死。 

先知预⾔救主要在⼀个财主的⼈的坟墓⾥埋葬。先知也说救主要从死⾥复活！
上帝提前告诉先知这⼀切。End of review 

Pic 48 
耶稣死后第三天，有⼀些妇⼥很早去看他的坟墓。他们很惊讶！他们看到天使
站在那⾥。坟墓前的⽯头被滚开了。天使告诉他们，耶稣不在这⾥，他复活
了！ 

当耶稣被钉⼗字架的时候，撒但以为它战胜了。但是耶稣战胜了撒但，也战胜
了死亡！ Applic D  耶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从死⾥复活。 

请问⼀个问题。耶稣现在在哪⾥？ 
为什么看不见他？ 

耶稣在天堂。 

Pic 49 (at this pic present the salvation message) 
复活以后，耶稣⾛遍以⾊列地区讲神的国。他教导⼈怎样上天堂。许多⼈看到
他。救主复活了！ 
有⼀天，在他门徒前⾯，他就升天了。现在耶稣在天堂⾥。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要再来。他要再来接爱他的⼈。 

Review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做了很多神迹。他治好病⼈。他死了，又他复活
了。End of review 
圣经告诉我们⼀件很奇怪的事情。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些怀疑他。他们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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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神迹，但还是怀疑耶稣。 
不要像他们那样！！ 
圣经说：“相信主耶稣，我们⼀定会得救。”“那些没有看见⽽信的是多么有福
啊！” 
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是有福的。就像上帝许诺亚伯拉罕，我们就会得福。 

我们可以说，耶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的祖先。 
Applic B  耶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战胜了撒但(撒但就是魔⿁)。 
Applic C  耶稣有资格作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为我们流⾎。他没有罪。 
Applic D  耶稣有资格作为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从死⾥复活。 
现在我问你：耶稣是不是你的救主？ 
你重⽣了没有？ 
如果我们接受耶稣作我们的救主，我们就会重⽣。 
现在谁愿意接受耶稣？ 
你从来没有接受耶稣作你的救主，或者你不清楚。 
不管怎么样，你现在可以接受他，可以重⽣。 
请低头祷告：Salvation prayer  

No Pic 
故事还没有讲完。 
耶稣准备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留给他的门徒⼀些重要的 
指⽰。他告诉他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他，他吩咐门徒到世界各地使所
有的⼈作他的门徒，⽽且教导他们遵守耶稣的命令。 
但是，耶稣要求他们等待。他说他们要等到圣灵下来，他们才有能⼒遵守耶稣
的命令。 

Pic 50 
⼗天以后，圣灵就下来了。当时，有⽕焰降在门徒的⾝上。 
从这时候开始，主耶稣的灵(就是圣灵)常跟他们同在。 
门徒就出去传扬耶稣的复活，耶稣的门徒⼤⼤增加了。 
现在已经是两千年以后。像我⼀样，耶稣的仆⼈还爬⼭过海去传耶稣的福⾳。 
Review  
还记得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吗？ 
上帝说世界上所有的⼈要因为亚伯拉罕得福。End of review但是现在世界上很
多很多的⼈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福⾳。 
Q：他们怎么会听到福⾳？ 
A:那是我们信徒的责任。耶稣的⼤使命就是吩咐我们去传福⾳给不信的⼈。如
果我们遵守耶稣的命令，圣灵⼀定会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勇⽓传福⾳。 

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