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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金句

教师默想

圣经主题 

学习目的  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约翰福音]14章1-6节告诉我们：耶稣是道路，唯有借着耶稣我们才能来到上帝

面前。

[以弗所书]2章4-7节

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

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

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

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有位文学家曾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里的

“路”指的是两种：一是地上有形的大路、小路，一是在人们头脑中沿习而成的传统

意识。无论以上哪一种“路”，其共同的特点都是“走的人多”，踩出了一串印记，

形成了一股趋势。面对有形的路，作出恰当的选择比较容易；面对无形的路，要明确

“何去何从”往往很困难，因为我们会被世界的潮流和周围人的思想意识所影响，可

能会放弃选择的权力而顺应“从众”的心理，并最终以“大多数人的选择”为“自己

的选择”。

然而，我们的信仰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

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

福音]7章13-14节） 从“随大流”到“进窄门”，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从迈出信仰

第一单元
我主耶稣

4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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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步开始，这挑战就会伴随我们的整个生

命历程。

主耶稣深知我们将面对的挑战。当

我们面临选择，不知该走哪一条路时，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这条道路穿

越死亡阴霾，带我们来到永活真神面前

（[希伯来书]10章20节）；这条道路胜

过罪恶权柄，把我们这些“罪的奴仆”救

拔出来（[罗马书]6章6节）；这条道路引导我

们认识真理，在真理中得自由；这条道路给我们

属天的盼望，帮助我们脱离世俗的缠累。

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当面临挑战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一个坚定的声音和一个

坚强的信念。愿我们常常思想主的话：“我就是道路”！希望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想起

它，在彷徨的时候想起它，在孤立无援的时候想起它，在寻找的时候想起它；也希望

我们在教导那些年幼的心灵时想起它，在为孩子们祷告时想起它，在期盼孩子们成长

时想起它。愿这句话成为我们行走天路的基石！

教学点滴

作为儿童主日学老师，我们都希望孩子们能够认识耶稣、爱耶稣。不过，我们要

记住：若不是圣灵动工，没有人会来到上帝面前，孩子们也一样。也许，一堂组织有

序、形式活泼、内容丰富的课程可以带给孩子们快乐和收获，但是要想把孩子们带到

上帝面前，您需要不住地祷告（课前准备时、上课过程中、课后等等），祈求圣灵帮

助孩子们认识耶稣。您要做的是顺服耶稣基督的带领，靠着上帝的大能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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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胶带或粉笔、学习用品、小零食、玩具

准备：用胶带或粉笔在地上划出一个十字路口（如图所

示），给相应的路上标A、B、C。在这三条路上各放一

个纸箱，分别把三类物品放进纸箱里：一个放学习用品、

一个放小零食、一个放玩具。把箱子里具体放的物品写在

一张大纸上，把大纸贴在墙上。（如果材料不易准备，您可以把上面三类物品的具

体名称分别写在小纸条上，代表这种物品放进纸箱里。）

过程：

1.学生站在十字路口的一端。每条路上都有一个纸箱，箱子里分别放的是学习

用品、小零食和玩具（指着墙上的大纸）。现在想一想你期望拿到哪种物品，你要

选择哪一条路。请把你的选择和期望写在纸条上。每人发

一张小纸条，把自己的选择和期望写下来。

2.学生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打开路上的纸

箱。每个人对照自己刚才写下的期望。您提出

下面的问题，带领学生讨论。

·你得到了期望的物品吗？

·当你做出选择时，你有没有考虑结果会是什

  么样的？

·如果你没有得到期望的物品，你有什么感受？

·如果你得到了期望的物品，你有什么感受？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做出各种选择。你认为这次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吗？为什么？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选择，不同的道路把我们带到了不同的方向，让我

们得到了不同的物品。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不知道那条路会带给我们什么，因为我们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认识

了他，就是找到了那条要走的路。

课堂前奏
 目标:

明白：选择不同的道路会带来不
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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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查考

互动查经

目标：明白惟有主耶稣是获得拯救的道路。

经文：[约翰福音]14章1-14节；[马可福音]15章21-41节

材料：圣经、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见书后附图）、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见书后附图）

从家里到教会，你会经过哪条路？在这条路上你会看见什么？遇到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当我们选择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时，主耶稣会带领

我们走上一条信仰的路。虽然我们不知道路上会遇到什么，但是主耶稣应许与我们同

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

在耶路撒冷有一条无名的小路被称为“苦路”，跟随耶稣的人相信这条路就是主

耶稣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各各他地所走过的路。今天，我们要循着时光的隧道，寻

访这条“苦路”，再次体会主耶稣牺牲的爱。

学生先分成三组，分别查考[约翰福音]14章1-5节，[约翰福音]14章6-10节，[约

翰福音]14章11-14节。查考完后，各组朗诵经文，朗诵的方式可以是齐读、启应（一

人读第一句，其他人回应读第二句）、领读（一人读第一、第二句，大家一起读其余

的部分）等等。学生读完后，您讲解经文，学生回答“经文一”部分的问题。

然后，您参考“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和“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见书后附

图），向学生介绍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一些背景材料，帮助学生预备下面的查考和

表演。接着请学生查考[马可福音]15章21-40节，学生在“耶稣时代的耶路撒冷”中

标出主耶稣背负十字架走向各各他地的“苦路”，并在相应的地方列出下面这些人所

做了什么：西门、兵丁、经过的人、祭司长和文士、同钉的人、旁边站的人、百夫

长、妇女。

最后，学生1、2报数，分成两组，一组为“体验组”，表现主耶稣走“苦路”

的痛苦过程；一组为“旁白组”，在“体验组”表演的时候，有感情地朗读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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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在被卖的那一夜，主耶稣再次把将

要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告诉门徒们，

主说他将要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门徒

现在不能去，以后却要去。（[约翰福

音]13章36节）

门徒们听到主要离开他们，都感到

非常难过，也为他们自己以后的处境

担忧：他们跟随主耶稣三年多，天天陪

伴在主的身边，看见主的神迹，听见主

的教导，主耶稣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的

依靠。虽然彼得在圣灵的感动下，对耶

稣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但是，门徒们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来到

世上，将要以怎样的方式完成伟大的救

赎。现在，他们没有看见主耶稣采取任

何的行动，却听见主说要离开他们了，

这使他们不知所措，不知自己人生的道

路将在何方。

“经文解读”的内容。两组轮换表演。制作下面的道具供使用：十字架（用长短不同

的两根棍子交叉绑成“十字架”，或者用卷起来的报纸卷）、人物名卡（路过的西

门、兵丁若干、路人若干、祭司长和文士若干、同钉的两个人、旁边站立的人若干、

百夫长、妇女若干）。

[约翰福音]14章1-14节一 

问题：

·门徒怎么样才会不忧虑？

·耶稣告诉门徒他要去哪里？

·耶稣告诉门徒们他去了以后会发生什么

  样的事？

·我们怎样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

·耶稣怎样使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经文解读：

听到耶稣说的话，门徒们心里又难过又

担忧。主耶稣劝勉门徒，要相信上帝，也要

相信他，相信他的话。主耶稣说他从天父那

里出来，到了世界，现在他要离开世界，往

天父那里去了。（[约翰福音]16章28节）主

应许门徒们他还会再回来，那时他的门徒和

那些信他的人就会和他在一起了。

门徒们一直跟随主，主所做的一切和

每天的教导，已经让他们认识到主耶稣就

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一位。但是门徒不明白

主说的“去”到底是什么意思。多马说出

了心里的疑惑，他希望清楚地知道：主将怎样去？他们以后将怎样去？他们靠着什么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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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15章21-41节二

主耶稣知道门徒的心思，知道他们渴望到他那里，但是却不知道怎样去，主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再四处寻找了，只要到我这里

来，相信我，按照我说的做，我就会带你们到上帝的家里去，我就是你们找到天父的

道路。主耶稣还应许门徒：主在地上做了什么，他们将来也能够做，并且要做比这更

大的事。那就是指着将要赐下圣灵保惠师，门徒将获得圣灵的能力说的。

 背景

主耶稣在踏上“苦路”之前，曾经三次预言自己将要遇到的事情。（[马太福

音]16章21节，17章22-23节，20章17-19节）第一次预言是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主要

解释被抓的原因；第二次预言是在加利利，指明了主将会在第三日复活；第三次预言

是在上耶路撒冷的路上，具体交待了受苦待的细节。从这三个地方的路线可以看出，

主耶稣早已知道自己将要承受的苦难，但是他却丝毫没有逃避，为了拯救世人，主耶

稣一步一步走向耶路撒冷。

主耶稣按照天父的旨意来到耶路撒冷,主的教训揭露了法利赛人和文士的假冒伪

善，刺痛了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此他们计划要杀害主耶稣。（[马太福音]26章3-5

节）逾越节的晚上，卖主的犹大从祭司长、长老和文士那里带了很多人，把耶稣抓了起

来。

主耶稣先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受审。耶稣对大祭司的回答是主耶稣对自己神性的宣

告（[马可福音]14章62节）：1.“我是”，与[出埃及记]3章14节中上帝回答摩西时用

的是一个词，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词只有上帝可以使用。2.“人子坐在那权能者的

右边”，参看[诗篇]110篇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3.“驾着天

上的云降临”，参看[但以理书]7章13节“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因

此，大祭司认为按照他们的律法，耶稣说了僭妄的话，是该死的。（[约翰福音]19章

7节）在那里有人向耶稣脸上吐唾沫，蒙住他的头打他。直到清晨，主耶稣又被带到

彼拉多那里受审。兵丁鞭打耶稣，然后又戏弄耶稣：给他穿上紫袍，带上荆棘做的冠

冕，并且向他屈膝跪拜。虽然彼拉多不想杀害耶稣，但是为了取悦祭司长、长老、文

士和公会，安抚民众，彼拉多还是决定把耶稣钉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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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福音]15章21-41节二

经文解读：

整整一个晚上，耶稣备受折磨和侮辱，

清晨，他又被带到彼拉多面前受审，被士兵

鞭打、戏弄。接着，身心疲惫、伤痕累累的

耶稣又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走向刑场。走到半

路，耶稣实在体力不支，摔倒在地。过路的

西门被士兵强迫背上了主耶稣的十字架。

通往各各他的路弯又长，一路走来血迹

斑斑。围观的人群中，有的人在继续咒骂耶

稣，有的人为耶稣无辜受刑而不平，有的人

为耶稣遭遇的苦难哀哭号啕……

各各他地孤独的山上，矗立着三个巨大

 参考资料

1.“苦路”：意思是“痛苦之

路”，或称“十字架之路“，指的是

由安东尼堡到各各他地之间的道路。

耶稣基督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弯着身

躯走过这条路。“苦路”这名称源于

十六世纪。根据最普遍的传统，安东

尼城堡和附近的总督府是当初耶稣在

彼拉多面前受审的地方，因此，耶稣

去往加略山的痛苦之路即始于此。

2.西门背耶稣的十字架：按照惯

例，被判刑的犯人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走到刑场，但是耶稣接连受到审讯和

残酷的折磨，无法背着十架走到刑

场，于是，兵丁强迫西门背耶稣的十

字架。

3.没药调和的酒：具有麻醉作

用，给受刑的人喝，可以起到止痛的

功效。

4.拈阄分耶稣的衣服：参看[诗

篇]22篇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

的里衣拈阄”。

5.巳初：上午9点；午正：中午12

点；申初：下午3点。

6.把醋送给耶稣喝：参看[诗

篇]69篇21节“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

喝。”

问题：

·西门是怎样一个人？他做了什么？为什么

  做？

·士兵们做了什么？这应验了旧约中哪段经文

  吗？（提示学生查找[诗篇]22篇18节）

·和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的还有哪些人？你知道

  这应验了旧约中哪段经文吗？（提示学生查

    找[以赛亚书]53章12节）

·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人都有什么反应？

·你能体会主耶稣这时候的心情吗？

·你怎样理解“遍地都黑暗了”？

·读第14节，说说主耶稣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你能说出“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是什么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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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今天我们寻访了主耶稣走过的“苦路”，看见了主耶稣

怎样成为了我们的道路。因着主耶稣承受的苦难，我们借着他破碎的身体得以来到上帝

面前，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生。思想主耶稣走过的“苦路”，我们的心会溶化在这

份牺牲的大爱中。主经历被弃绝的伤痛，以自己作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道路。当我们走

在信仰的历程中，当我们面对各种挑战时，这份牺牲的爱会让我们看见“路在何方”。

靠着主耶稣的牺牲，我们不仅罪得赦免，而且还得到了上帝所赐的丰盛的恩赐，我们感

谢、赞美主耶稣。与学生一起祷告，为主耶稣牺牲的大爱感谢他，感谢上帝舍下爱子拯

救我们。与感兴趣的学生谈论：怎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参看“带领孩子归向基督”。

的十字架，主耶稣没有犯过罪，没有做过一点不好的事，却被列在了罪犯之中，像可

耻的罪犯一样被挂在了木头上。除了辱骂，就是讥诮，当主耶稣在十架上担当全人类

的罪恶时，他被上帝、被所有人所弃绝。耶稣独自走完了这最后的救赎路，上帝对他

掩面不看，太阳为着人子所受的苦难而暗淡不发光。最后时刻，当耶稣断气时，殿里

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主耶稣破碎的身体作了我们通往上帝面前的道路。（参看

[希伯来书]10章19-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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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

利用“互动查经”中绘制的地图，请三个小组的

代表分享查考心得，回顾主耶稣走向十字架的历程，体

验主耶稣的甘心顺服和牺牲的爱，并讨论怎样应用在自

己的生活中。 

问题：

·在主耶稣所受到的苦待中，你认为哪一种（或几种）是你最不能忍受的？

·你有没有因为信仰的原因，被别人恶待？

·如果因为信仰的原因，你会受到嘲笑、讥诮或者其他恶待，你会选择怎样做？

·你能说说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身体所经历的痛苦吗？

·你能说说在十字架上，主耶稣的心灵所经历的痛苦吗？

·当你遇到困难，遇到令你痛苦的事情时，思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可以怎样

  帮助你？

生活应用挑战：

请学生用几分钟时间思考：主耶稣十字架上的牺牲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带领学

生一起读圣经金句，然后同声祷告，感谢、赞美主耶稣。

讨论天地
 目标:

体验主耶稣牺牲的爱，感谢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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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道路

材料：圣经、卡片、水彩笔、三个容器（鞋盒、纸桶、较大的碗等）、较硬的大纸、

胶带、小纸盘

准备：把下面的词语分别写在卡片上：怜悯、大爱、过犯、得救、复活、恩典、恩

慈、显明。在每个容器里放几张卡片，把容器放在不同的位置。把大张贴在墙上，把

胶带放在靠近大纸的地方。

过程：

1.学生分成三组，分别站在离某个容器两米远的地方，轮流向容器投掷纸盘。每

投进一次，就从容器里取出一张卡片，贴在大纸上。贴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词语在金句

中的顺序，为其他的词语留出空位。

2.所有的卡片都取出来贴在墙上以后，请学生一起看着卡片上的词语复述金句。

复述一两遍后，拿掉其中一个卡片。这样不断向学生发出挑战，直到墙上的卡片都取

掉了。

3.引导学生讨论：上帝的恩典如何临到我们身上。

游戏时光：掷飞盘

学生也可以用自己的话说

出这段金句，您需要给学生提

供足够的纸和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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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课  道路

材料：圣经、编织用的绳子、剪刀、尺子、卡片、水彩笔、胶带、胶水

准备：把绳子裁好，每根1米，每个学生四根。

过程：

1.在早期教会，有些人因为坚持信仰而被杀害。那时的基督徒用鱼形符号互相识

别。在希腊语里，“鱼”这个词是由“ 耶稣 、 基督、 神 、 儿子 、 救世主”这

五个词的首字母组成的。

2.每个学生发三根绳子。学生先把绳子绑在一起，在绳子末端2.5厘米处打个结

（如图1所示）。

3.把打结的一头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把四根绳子编在一起，在还剩10厘米的地

方停下（如图2所示），把这一头也打结绑起来。

4.把编好的绳子两头交叉叠在一起，形成鱼形（如图3所示）。用胶水把鱼形固

定在卡片上。

5.请学生在鱼形中间写上希腊语“鱼”的字母（如图3所示），在周围写下自己

的祷告，感谢主耶稣的大爱和上帝的恩典。学生把卡片带回家，提醒自己：坚持走信

仰的道路。

手工制作：鱼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