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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清心的人

第三单元 
耶稣论福

12
清心的人

圣经金句 	 	

[马太福音]5章3-9节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

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

得饱足。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

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圣经主题	

约瑟虽然经历了很多人生的波折，但是他始终单纯地信靠上帝，在上帝面前持

守清洁的心。

教师默想 

父亲雅各偏爱约瑟，致使约瑟成为众弟兄嫉妒的对象；约瑟与上帝亲近，在梦

中得到上帝的启示，虽然上帝的启示令人难以接受，但是约瑟因着单纯的信就原原

本本地讲给家人听，这更增添了弟兄们对他的嫉恨；哥哥们去当年结仇之地——示

剑（[创世记]34章）放牧羊群，父亲派约瑟去看看哥哥们是否平安，约瑟一路找寻直

到示剑以北的多坍，谁知哥哥们竟然因为嫉妒共谋害死约瑟；约瑟被卖到埃及，作

护卫长的仆人时平白无故地受冤枉被关进监狱；约瑟在监狱中为酒政解梦时，请求

酒政帮助自己解除冤屈，却不想酒政言而无信；约瑟为法老解梦而官居要职，并在

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境况中见到了当年嫉恨他、将他卖到埃及的哥哥们。

约瑟的人生可谓一波三折、跌宕起伏，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约瑟的心中产生同

样的波折：年少时，父亲的偏爱招致哥哥们的嫉妒，可是约瑟凭着在上帝面前的诚

实将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在护卫长家中，约瑟拒绝主人妻子的诱惑，不是出于

学习目的 	我们要以清洁、单纯的心信靠上帝，

上帝就必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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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惧怕，而是出于对上帝敬畏的心——

“我怎能作这大恶，得罪神呢？”（[创

世记]39章9节）；在为酒政和法老

解梦时，约瑟在上帝面前谦卑地说：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创世

记]40章8节）、“这不在乎我，神

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创世

记]41章16节）；当看见昔日陷害他

的哥哥们时，约瑟没有怨恨、报复他

们，反而因着对上帝旨意的顺服，劝慰他们

“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

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创世记]45章5节）

虽然周遭的环境几经变化，但是约瑟的内心却依然清洁如初。约瑟以一颗清洁

的心活在上帝面前，上帝也一直与约瑟同在，赐给他足够的智慧，使他在受苦之地

逐渐昌盛。“清心的人”就是内心单纯、清洁，没有丝毫杂念和贪欲，真诚而没有

诡诈和虚伪的人，他们的心就好像澄清的湖水一样清澈透明。这样的心使他们能够

亲近上帝，单纯地信靠上帝，使他们在生命中遇见上帝、经历上帝的奇妙大能。

教学点滴

“身教重于言传”，对于青少年来说尤其如此，一个模范的行为远比单纯的说教更

有实效。另外，在这个年龄段，孩子们开始在家庭之外寻找可以效仿的对象，一个关爱

他们、友善地对待他们的教导者此时就显得极为重要。因此，您期望他们做到什么，您

就要先这样做。例如：如果您期望孩子们背诵经文，您就应当和他们一起背诵；如果您

期望他们为别人代祷，您就要关心他们的需要，常常为他们代祷。这样，孩子们就可以

通过您的行为明白该如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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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前奏 

材料: 纸、笔

过程：	

1.每人发一张纸，请学生想一想：一个人专心

地做一件事情时会有怎么样的表现，然后把这些表

现写出来。（例如：专心看书，没有听见周围的声

音；专心完成一项学习任务，不分心学习其他的事情；专心照顾病人，一步也不离

开；专心想问题，没有看见对面来的车，等等。）

2.请学生分享他们写的内容，并请学生讨论：为什么专心的人会有这样的表现？

当我们专心地做一件事情时，我们就很难分心关心其他的事情，我们可能听

不到其他的声音、看不见其他的事物，或者我们的脑子无法考虑其他的事情。这是

因为，当我们的心专注于一件事情时，其他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不重要了，因此其

他的事情就不会影响我们、干扰我们了。

在我们信仰的历程中，主耶稣期望我们作这样一个专注的人，让我们的心始

终专注于上帝，单单地信靠、仰望上帝。

 目标：
描述专心于一件事情是什么样的

状态。

您可以请擅长绘画的学

生，画一幅“专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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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查经

目标：明白：当我们作清心的人，一心依靠上帝时，上帝就会帮助我们亲历他的大

能和恩典。

经文：[创世记]37章1-28节，39章，40章，41章，45章1-8节，50章15-21节

材料: 圣经

引言

约瑟是父亲疼爱的儿子，但是这却遭到哥哥们的嫉妒。哥哥们的嫉妒会对他产

生什么样的影响？约瑟会以什么回应哥哥们的嫉恨呢？

查考

这一课涉及到的经文非常多，为了帮助学生快速了解约瑟在遇见哥哥们之前的

经历，您可以将学生分成四组，分别查考下面的经文：[创世记]37章1-28节，[创世

记]39章1-2节和11-23节，[创世记]40章1-15节和20-23节，[创世记]41章1-42节；为

了巩固查考效果，您可以请各组查考完后参照相应的问题，将约瑟的经历简单复述

一遍，以便帮助其他组了解相关内容。（您可以将四个组的相关问题分别写在四张

纸上，发给各组。）

这样分组查考完后，请学生分成两组，您提出下面关于[创世记]45章1-8节和50

章15-21节的问题，请两组分别回答。

最后，您根据下面“经文解读”的内容进一步讲解经文，帮助学生理解经文。

[创世记]37章1-28节

问题：

约瑟为什么要将哥哥们的恶行告诉父亲？

约瑟这样做，不害怕哥哥们报复他吗？为什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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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认为约瑟的哥哥们知道约瑟告

状后，会对约瑟说些什么？

雅各为什么偏爱约瑟？他的偏爱

有什么表现？

雅各的行为对约瑟有什么影响？

约瑟做的梦是什么意思？

他的哥哥们听到后有什么反应？

哥哥们为什么把约瑟卖了？他们

是想得到那二十舍勒克的银子

吗？为什么？

·

·

·

·

·

·

经文解读：

约瑟年少时就非常诚实、正直，

虽然他是第十一个儿子，他的身边多

数是比他大很多的哥哥，但是他有自

己的主见，他不随从哥哥们做坏事，

还把哥哥们做的坏事告诉父亲。哥哥

们因此对他很不满意。另外，父亲雅

各非常偏爱约瑟，甚至给他送了一件

象征着地位的彩衣，这也引起了哥哥

们的嫉恨。

上帝在梦中启示约瑟，尽管约瑟

知道哥哥们嫉恨他，但是约瑟依然凭

着对上帝单纯的信，将梦原原本本地

告诉家人，结果又招致了哥哥们更深

的嫉妒。

	在这里，我们看见：约瑟没有做

错任何事情，只因为坚持做正确的事

情、得到父亲的偏爱、对上帝启示单

 背景

1.约瑟是雅各的第十一个儿子，是

雅各年老时所生，也是雅各最爱的妻

子拉结所生的第一个孩子，因此，雅

各非常喜爱约瑟。

2.约瑟做梦：梦中的异象和在梦中

说话是上帝启示人的一种方式（[民数

记]12章6节），从约瑟的反应、他哥哥

们的反应和他父亲的反应看，他们都

相信这些梦是上帝给约瑟的启示。

 参考资料

1.彩衣：是一种宽大、长及脚面

的外袍，穿着这样的长袍无法劳动，

因此只有管理别人、发号施令的人才

能穿这样的袍子。雅各将这样的彩衣

送给约瑟，也许仅仅是一种偏爱，但

是这也表明约瑟要管理其他人，导致

约瑟的哥哥们因此嫉恨约瑟。

2.示剑位于希伯仑以北约96公里

处，雅各的儿子曾在那里杀戮全城的

人（[创世记]34章)。

3 .多坍在示剑以北约32公里之

处，那里水草茂盛，是从大马士革经

基列往南方埃及的通商必经之地。

4.基列出产乳香等各种香料。

（[耶利米书]8章22节）。

5.“以实玛利人”是一个统称，包

括“米甸人”，故两个名称常交互使

用。（[创世记]37章36节和39章1节）



113

第十二课  清心的人

[创世记]39章1-2节和11-23节 

问题：

约瑟被卖给了谁？

你认为这时候约瑟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在这样的时候，上帝怎样帮助约瑟？

约瑟因为什么事情被冤枉关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约瑟的情况怎么样？（此处可以请学生查考[诗篇]105篇17-18节。）

在监狱里上帝怎样帮助约瑟？

在这个过程中，约瑟对上帝的心是什么样的？

经文解读：

约瑟现在是护卫长家里的仆人了，他一定很不习惯这种身份的变化：从前是父亲

膝下疼爱的娇子，现在是服侍别人的奴仆；从前有家人在身边的陪伴，现在却只有他

孤零零的一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看见约瑟对此有什么怨言，圣经告诉我们：在这样

的时候，上帝与他同在，因为约瑟以一颗纯净的心仰望、依靠上帝。

约瑟刚成为主人信任的管家不久，就遭到女主人诬陷，被关进了监狱。我们看

见：无端地受到冤枉、被主人误解并且没有机会为自己辩解的痛苦、在监狱里被苦

待，都没有使约瑟陷入苦毒和消沉，在监狱里，上帝与约瑟同在，使他手上所做的都

顺利，因为约瑟在上帝面前持守一颗单纯、清洁的心，顺服上帝的旨意。

·

·

·

·

·

·

·

纯的心，就受到哥哥们越来越多的嫉恨。但是，约瑟并没有对此感到愤怒和不平。

约瑟听从父亲的吩咐寻找哥哥，却不知一个恶毒的阴谋正在等待着他：心怀

嫉妒的哥哥们商量要杀了他，被大哥流便阻止了，于是他们把约瑟卖给了路过的商

人。嫉妒抹杀了哥哥们的亲情，嫉妒之火使哥哥们变得残忍无情，他们不但这样苦

待自己的亲弟弟，还用可怕的谎言欺骗年迈的父亲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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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40章1-15节和20-23节三

经文解读：

约瑟平白无故地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他遇到了法老的酒政和膳长，他们因

为得罪了法老也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约瑟帮助司狱管理监狱的事情，按照护卫

长的吩咐照顾酒政和膳长。

有一天，酒政和膳长各做了一个梦，约瑟在上帝的启示下，帮助他们解梦，同

时，约瑟也请求酒政在法老面前为自己辩解，把自己从监狱里释放出来。

没过多久约瑟预言的事情就发生了：酒政官复原职。但是他却忘记了约瑟的请

求，整整两年酒政都没有想起在法老面前为约瑟辩护。约瑟也在这个过程中继续操

练单单信靠上帝的心。

 参考资料

1 . 酒 政 ： 意 思 是 “ 斟 酒 的

人”，是宫廷中的一个重要职位，

负责监管王的饮料，并且负责倒

酒，确保王的饮料清洁、无毒。

2.膳长：是宫廷中的一个重要

职位，负责监管御膳的预备，确保

王餐桌上的每一样食物清洁无毒。

问题：

酒政和膳长为什么也被关进了监狱？

酒政和膳长为什么满面愁容？

约瑟说他依靠谁为别人解梦？

约瑟怎样为酒政解梦？

约瑟请求酒政帮助他做什么？

酒政后来按照约瑟的请求做了吗？为什么？

·

·

·

·

·

·

[创世记]41章1-42节四

问题：

法老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谁推荐了约瑟？他想到自己言而无信的罪了吗？

约瑟还没有听到法老的梦之前就对法老说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约瑟怎样解法老的梦？

约瑟给法老提出了哪三项建议？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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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解读：

法老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埃及国中

没有人能说出是什么意思，这时酒政想

起了两年前在监狱里给他解梦的约瑟。

法老派人召来了约瑟，约瑟在上帝的启

示下，把这些梦的意思解说出来，并告

诉法老要怎样渡过那可怕的七年饥荒。

法老和埃及的大臣，看见上帝这

样启示约瑟，赐给约瑟聪明和智慧，

就决定任命约瑟管理埃及全国。法老

将象征权力的戒指交给约瑟，给他穿

上王公贵族的细麻衣。

我们看到埃及人在约瑟身上见证

了上帝的大能，就期望上帝继续透过

约瑟帮助埃及；同时，我们也看到约

瑟没有因身居高位而自傲，更没有因手握重拳而报复言而无信的酒政，他只是继续

遵行上帝的启示，依靠上帝所赐的聪明和智慧管理全埃及地。

 参考资料

1.“梦见自己站在河边”：“河”在

原文中是尼罗河的专用字。尼罗河是埃及

人最重要的生存资源，尼罗河一年一次泛

滥，将大量肥沃的泥土带到沿河两岸，平

时尼罗河为埃及提供了充裕的水源。

2.“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这

里并非指约瑟在狱中蓬头垢面，而是因要

朝见法老，必须遵守正规的宫廷礼节，梳

洗干净，并穿上合适得体的衣服。通常，

埃及男子不留胡须，因此要经常剃头、刮

脸，而犹太人男子则多数留胡须（[撒母耳

记下]10章5节）。

3.“打印的戒指”指在官方文件上盖

章的印玺，是掌权的标志（[以斯拉记]3章

10节，8章2节）；“细麻衣”是埃及贵族

穿的朝服；“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表

明法老对约瑟荣宠有加。

[创世记]42章1-3节，45章1-8节，50章15-21节五

法老听了约瑟的话决定怎样做？

你认为法老为什么任命约瑟管理埃及？

·

·

问题：

约瑟的哥哥们为什么会去埃及？

约瑟和哥哥们相认时，哥哥们为什么会感到惊惶？

约瑟怎样劝慰他的哥哥们？这样的劝慰表明了约瑟对上帝什么样的心？

雅各死了以后，约瑟的哥哥们是否感到害怕？为什么？

这次约瑟怎样劝慰他的哥哥们？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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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解读：

饥荒非常大，甚至迦南地也没有粮食了，于是雅

各派十个儿子下埃及买粮食。约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

下和哥哥们又见面了，哥哥们在下面向约瑟跪拜，就

像约瑟年少时做的梦一样；此时约瑟的心里会感到难

过和怨恨吗？

也许约瑟会感到难过，因为二十二年来他第一次

看见自己的家人；但是约瑟没有报复或指责哥哥，在

这二十二年中，上帝一直看顾约瑟，帮助约瑟明白上帝的旨意，现在约瑟知道凡事

都有上帝的美意。此时，约瑟期望的是哥哥们能真心改过，为他们所犯的罪悔改。

当约瑟向哥哥们表明自己的身份时，哥哥们感到又惊又怕，他们没有想到约瑟

还活着，并且成为大权在握的埃及宰相，他们担心约瑟会为过去的事情报复他们，

甚至杀了他们。然而，约瑟此时最想做的是帮助哥哥们认识上帝的大能，敬畏上帝

的大能和主权，他不但没有责备他们，反而用和气的话语劝慰他们。

后来，雅各带着全家人都从迦南地来到了埃及。雅各死后，哥哥们害怕约瑟会

在父亲死后报复他们，就去请求约瑟饶恕他们过去所犯的罪。约瑟真心爱着自己的家

人，他再一次劝慰哥哥们，让他们信靠上帝的主权，让他们明白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

之中。

 参考资料

1.“ 你 们 可 以 下

去”：埃及位于迦南地

的南边，并且地势比迦

南地低，因此用“下去”。

2.“ 左 右 站 着 的

人”：指所有站在一旁

的侍从和翻译人员。

你认为约瑟处理兄弟相见这件事情上，怎样表明了约瑟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

总结：

约瑟的一生经历了很多波折，但是约瑟单单仰望和依靠上帝的心却从未改变。他在

上帝面前持守一颗清洁、单纯的心，他对人对上帝都没有任何虚伪和诡诈，无论做什么

事情，约瑟都尽心尽力做好。这样的人就是“清心的人”，上帝会与他同在，并且帮助

他经历上帝的大能和保守。

我们也要像约瑟这样保守我们的心，常常记住：唯有上帝是独一的真神，唯有上帝

是爱我们、拯救我们的主，唯有上帝是我们一切力量和智慧的源泉。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以一颗清洁、纯净的心活在上帝面前。带领学生祷告，感谢上帝的爱，祈求上帝帮助

我们作一个“清心的人”。



117

第十二课  清心的人

讨论天地

材料：大纸、小纸片、笔、盒子

准备：您将下面的问题写在大纸上。

过程：

您先提出问题：你认为约瑟是遇见上帝的人吗？

为什么？请学生自由分享他们学习经文的体会。学生分成两组，各组从大纸上的问

题中选择四个问题，分别写在小纸片上，然后在问题旁边画出各组的特殊标识（各

组可以讨论决定自己组的特殊标识）。把小纸片叠起来放进盒子里，两组轮流从盒

子里抽出纸片，看看上面的标识是哪个组的就由哪个组回答这个问题。最后，您提

出两组都没有选择的问题，请大家一起回答。

问题：

[马太福音]5章3-9节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能遇见上帝？（清心的人）

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还有哪些人是与上帝亲近的人？

你怎样描述一个清心的人？（依靠上帝并且单单仰望上帝；尽心尽性尽力爱上

帝、跟随上帝；向上帝悔改自己所犯的罪，祈求上帝的赦免；以诚实的心面对别

人，内心里没有诡诈；相信上帝的主权；顺服上帝的掌管。）

请说说哪些方面表明约瑟是一个“清心的人”？

什么时候作一个“清心的人”比较困难？

什么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单单地依靠上帝？

如果我们期望作一个“清心的人”，我们可以怎样操练自己？

你期望自己作一个“清心的人”吗？为什么？

生活应用挑战：

耶稣期望我们在上帝面前保守一颗清洁、单纯的心，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心

才会专心于上帝，顺服上帝的掌管。现在，请想一想我们可以怎样操练作一个“清

心的人”。带领学生祷告，感谢主耶稣告诉我们这属天的真理，祈求上帝帮助我们

把上帝的权能放在首位，在一切的事情上都仰望、依靠上帝。

·

·

·

·

·

·

·

·

 目标：
明白：为什么清
心的人能够遇见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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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清心的人

游戏时光：趣味投篮 

材料：圣经、卡片、笔、胶带、篮子、皮球

准备:	把下面的经节分别写在卡片上：[提摩太前书]3章8-9节、[雅各书]3章17节、

[雅各书]4章8节、[彼得前书]1章22节。把篮子挂在墙上比学生高出七八厘米的地方

做成篮筐。在地上划出一条距离篮筐1米远的线。

过程：

1.学生分成两组，各组面对篮筐在线后排队。

2.先请第一组投篮，每人投两次，如果第一组投中的次数相加超过五次，就可

以抽出一张卡片，找出上面的经文，一起朗读一遍；如果不足五次，就由对方组抽

卡片，读经文。

3.读完后，请第二组按照上面的方式游戏。

4.继续游戏，直到四处经文都读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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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清心的人

手工制作：清心的我

材料：圣经、盐、水、面粉、碗、各色的食用色素、牙签

准备：您按照下面的步骤做一个小人。

过程： 

1.学生将色素和盐溶解在水里，然后用有颜色的水和面，和好后分别放在小碗

里。

2.学生用面团捏制一个“清心的我”，可以表现出不同的姿势，例如祷告、读圣

经、唱诗、帮助别人等等。捏好后，用牙签在面团上印出“清心的我”这几个字，

再印一些简单的花纹进行装饰。

	3.把做好的小人晾干，让学生带回家或挂在教室里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