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6

第十三课  荣耀我们的天父

第三单元 
盐和光

13
荣耀我们的天父

圣经金句 	 	

[马太福音]5章13-16节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

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

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

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

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圣经主题	

[尼希米记]1－4章、6章15-16节讲述的是：尼希米带领以色列人修筑耶路撒冷四

周的城墙。

教师默想 

尼希米在波斯王宫中担任很高的职位，享受最好的待遇，他可以坐享荣华富贵

了。当听说耶路撒冷城被毁，他完全可以说：“唉，虽然我很难过，但是耶路撒冷

已经被毁了，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所幸的是，上帝在这里赐福我，没有让我遭受

那样的苦难。”但是，尼希米并不是这样想的。不管他的生活多么富足，他都没有

忘记耶路撒冷——上帝的家，没有忘记那里的弟兄姐妹。他看重上帝的家，对以色

列同胞的苦难感同身受。尼希米有一颗爱主爱人的心，这也是上帝大大使用他的原

因。

尼希米想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想帮助他的同胞，但是想要赢得波斯王对他计

划的认同和帮助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他怀着悲痛、焦急和信靠的心开始向上帝

祷告。他在悲伤中祷告，在祷告中等待上帝的回应。四个月后，终于上帝的时间到

了，尼希米有机会将他的愿望婉转地讲述给国王。一句“我列祖坟墓所在的城成了

学习目的 	我们要以祷告、智慧和协作来荣耀天上

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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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芜之地”的哀叹，博得了同有东方文化背景

的国王的同情，作为对尼希米忠实侍奉的回

报，国王还在财物等方面给予了他极大

的支持。就这样，尼希米启程回到了

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尼希

米暗自察看城墙被毁的状态。然后，

他开始很周密地计划如何完成修复工

程。尼希米深知这一工程不是他一人

能够完成的，所以他将那里的以色列

同胞团结起来，唤起他们的信心，让他们

各司其职分段建设，同时一起抵御外敌。在上

帝的保守之下，耶路撒冷巨大的修建工程竟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这不仅大大增长

了以色列人的信心，也很好地荣耀了上帝的名。

如何在异教的环境当心中持守对上帝的信仰，如何在困难之中祷告忍耐，如何

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不失智慧和勇气，尼希米和参与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人们，都为

我们留下了美好且极具实践性的见证。

教学点滴

在您讲授这一课之前，请先思考一下您做一件事的心态和过程，您曾经为哪些事情

做过认真的计划和精心的准备。上课时，您可以以这些亲身的经验和教训与学生交流，

分享您在这个过程中的祷告和得失，这些都能帮助您的学生更好地进入课程的讨论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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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前奏 

材料：卡片、笔、大纸

准备:	 	把下面的词语分别写在卡片上：“自己做

一顿饭”、“比赛中取得团体好成绩”、“养

好几条金鱼”、“用雪（或土）建造一座‘城

堡’”、“很好地迎接一次考试”、“完成一项科学实验”、“组织一次有意思的

活动”。

过程：	

1.有一些事情，如果我们事前好好计划和做准备，我们就可能完成得更好。

2.将学生分成小组，请每组派出一名志愿者，抽出一张您准备好的卡片。然

后，各小组根据卡片的提示，说出他们将如何很好地完成这件事。（每组发言完毕

后，可以请其他小组也发表一下他们的意见。）

3.您提出下面的问题，引导学生讨论。

完成这件事需要怎样的能力和知识？

你已具备哪些能力和知识，你还需要哪些帮助？

如何得到必要的帮助？

请为完成这样一件事做出合理的计划（包括人员的安排，资源的分配，工作进

度的掌握，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应急方案等等）。

如果你没有为这件事情做任何计划或者准备，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你曾经为完成一件事情做过怎样的努力？并从中得到了哪些经验？

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将会看到尼希米如何去做一件很困难的事。

·

·

·

·

·

·

 目标：
了解：如何能较好地完成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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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查经

目标：认识到：怀着敬畏上帝的心把一件事情尽力做好就是在荣耀我们的天父。

经文：[尼希米记]1-4章，6章15-16节

材料：圣经

引言

如果委派你作一座在灾难中被毁城市的重建负责人，你会怎样做？自由发言。

在圣经中有一卷书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耶路撒冷城墙全部被外邦人毁掉了，住

在那里的以色列人失去了保护他们家园的城池。他们将如何面对这样的灾难呢？

查考

学生分成四组，分别查考[尼希米记]1章、[尼希米记]2章、[尼希米记]3章、[尼希

米记]4章。在查考过程中，您给各组提出相应的问题，帮助学生理解经文，最后，您

根据“经文串讲”的内容讲解经文，并在讲解的过程中提出问题请相应的小组回答。

[尼希米记]1章一

 参考资料

在古代，城墙是一座城市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四周的城墙不但保护城内的

人们免受入侵者和野兽的伤害，而且城墙也是当时的人们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场

所。例如在[路得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波阿斯去到城门，坐在那里，波阿斯

所说那个有买赎权的近亲刚巧路过那里。波阿斯说：‘喂，老兄，过来坐一下

吧。’他就过去坐下来了。波阿斯又邀请城里的十个长老，对他们说：‘请坐在

这里。’他们就坐下来了。”就在城门这里，波阿斯完成了赎买拿俄米丈夫的土

地和娶路得为妻的所有法律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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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串讲：

外族灭了北国以色列之后又入侵了南国犹大。许多上帝的子民流落到了异国他乡。

尼希米应是犹大族的一员，他后来成为了波斯帝国的一位大臣，并得到了国王的信任。

一天，一些来自耶路撒冷城的亲人到了尼希米家里，向他讲述了耶路撒冷城墙

被毁之后的悲惨情景。尼希米听到家乡的情况有怎样的反应？如果你听到家乡遭受

灾难，你会有怎样的想法？

尼希米听到同胞有难时，他难过得大哭起来。虽然尼希米住在远离耶路撒冷的

波斯国，但他是以色列人。无论生活在多么遥远的地方，他总是牵挂着耶路撒冷，

那是上帝的家。尼希米一连好几天都禁食祷告，祈求上帝帮助他说服国王支持他重

建耶路撒冷城墙的计划。尼希米如何向上帝祷告？你会怎样为你的家乡祷告？

[尼希米记]2章二

经文串讲：

当尼希米再次见到国王的时候，国

王看出他面带愁容，就问他：“尼希米，

你看起来不开心呐，有什么烦心的事情

吗？”国王既然这么问，尼希米就有机会

向国王说出他心里的想法。如果你是尼希

米，你将对国王说些什么？

尼希米回答道：“国王陛下，因为我

的先祖们坟墓所在的那个城荒凉，城墙被

毁坏了，所以我才如此哀愁。”

国王问：“你要我怎么帮你？”

尼希米默祷片刻，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道：“希望您能派我回到耶路

撒冷重建城墙。”阅读[尼希米记]2章6节，看看国王是怎么回答的。

国王向尼希米询问了重建城墙所需的时间，并赐给他所需的物资。然后，尼希

米向国王请求通关的书信。这又是为什么呢？如果你打算完成这样一项工作，你会

在哪些方面做准备呢？看来尼希米对此行有过认真的考虑，他拿着国王的信，在马

 参考资料

历史学家说当时尼希米是冒着生

命危险在国王面前面带愁容的，因为

在国王面前面带愁容违反了当时的法

令。尼希米作为酒政要测试国王的酒

里是否有毒，据说，这对于国王亚达

薛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国王的

父亲是被毒酒毒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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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的护送下就动身向耶路撒冷去了。

尼希米经过了几天辛苦的旅程后到达了耶路撒冷。这座曾经壮观美丽的城市已

经失去了往日的荣华。面对这样的一座废城，如果你是尼希米，你会怎样开始工作

呢？尼希米又是怎样做的呢？

尼希米先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他得到国王的支持修建城墙的计划。这让我们

看到了一位上帝忠实仆人的美好品质。他看重的是：如何切实地完成上帝托负的工

作。所以他暗地里骑着马，亲自查看城墙被毁的情况。他看到眼前的碎石和废墟；

他看到没有城墙的保护，知道这里的人们活在随时会被袭击的恐惧当中。在准确了

解情况之后，尼希米才召集了城中的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作工的人，向他们说

明了来意。此时的尼希米要激励众人参与重建城墙的工作，他向众人讲话。尼希米

怎样激励他们？如果让你向众人讲话，你会说些什么？在这之中尼希米遇到了什么

阻力？你会如何回答和伦人参巴拉和作臣仆的亚扪人多比雅，以及阿拉伯人基善等

人的讥笑？尼希米是如何说的？

（本章的查考应当采取不同的方式，不能过于详细，因为让这个年龄的孩子过细

地查考这样的记载，会降低他们的学习热情，使课堂气氛变得沉闷和被动。）

问题：

这一章中记载了多少个人名？

你认为圣经为什么要记载得这么具体？

你认为每个人分配不同的任务，大家协作完成一项工作有什么好处？

·

·

·

[尼希米记]3章三

[尼希米记]4章四

经文串讲：

有些人不希望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起来，就是那些希望能够随时入侵这座城

市的人。所以他们想方设法地阻挡这个重建的工程。他们的第一个计划就是嘲笑以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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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尼希米完全可以呆在波斯国，对耶路撒冷的苦难发出感叹。但是，他没有袖手旁

观，而是为耶路撒冷的事情向上帝祷告，并且制定了计划来改变这种现状。有时，我们

也想帮助有需要的人，但是因为没有恒久的祷告作为支持，我们很快就会冷淡下来；有

时我们想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现状，但是因为没有以智慧做出具体的计划最后半途而废；

有时我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但却没有重视协作的力量，即使是很好的想法也只是停

留在纸上。上帝愿意透过祷告赐给我们信心，希望我们运用他所赐的智慧制订出切实可

行的计划，也为我们预备了弟兄姐妹来共同完成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要以祷告、智慧和

协作来荣耀我们在天上的父。

列人。读[尼希米记]4章2-3节，看看他们说了些什么？如果你是尼希米，你对此会怎

么想、怎么做？

耶路撒冷的一些人们对于这个浩大的工程缺乏信心，加上敌人嗤笑他们的话似乎

也是有些道理，所以他们有些动摇了。但是，尼希米决不允许嗤笑的声音影响他们，

于是他开始祷告。阅读[尼希米记]4章4节。尼希米祈求上帝做什么？尼希米没有浪费

更多的时间或精力来与这些人对抗，他只是坚信上帝一定会看顾他们手中的工作。于

是，人们稳定下来继续工作。

不久，尼希米听说了敌人的另一个诡计。因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高度已经完成了

一半，所以他们打算在城墙继续修高之前攻击耶路撒冷。你会怎么对待这样的事？尼

希米再次向上帝祷告，然后他派兵把守，保护工人们的安全。

阅读[尼希米记]4章14节。尼希米在上帝的保守中信心依然坚定，但是耶路撒冷的

人们非常担忧，而且每日的工作让他们感到疲惫了，于是他们说：“也许敌人的嘲笑

是对的，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这时，你会怎样鼓励众人？尼希米说了什

么话来鼓励耶路撒冷的人们？ 

阅读[尼希米记]4章16-17节。尼希米接下来制定了另一个计划来确保工人们的安

全。看看尼希米的计划是什么？当敌人听说了尼希米安排的计划，他们就放弃了进攻

离开了。即使面对重重困难，尼希米和他的人们只花费了52天就重建了整个城墙！

（参见[尼希米记]6章15－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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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天地

过程：

带领学生复习[马太福音]5章16节。您提出下面

的问题，帮助学生巩固金句，并启发学生将本课学习

到的圣经真理应用在实践中。

问题：

在[马太福音]5章16节，主耶稣教导门徒要怎样行事为人？

你认为基督徒做正确的事的动机是什么？

请举例说明什么是“好行为”。

当你看到别人的好行为时，你有什么感想？

你是否曾经想做一些“好行为”，却没有实施或者没有做到？为什么？

学习了今天的经文之后，你对做好一件事有了哪些新的想法？

生活应用挑战：

鼓励学生们说出他们想做的一件正确的事，并请他们制定出具体的计划。请几

位志愿者分享自己的计划。我们可以为彼此的计划祷告，还可以邀请别人同你一起

来实现这个计划。

·

·

·

·

·

·

 目标：
祷 告 并 且 列 出
“做盐做光”的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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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时光：迪克哒克知道

材料: 圣经、大纸、纸片、笔、透明胶带

准备：您将下面的问题分别写在纸片上，一张写一个。纸片的一面写问题，另一面

写问题的类别。然后，您将写好的纸片依次贴在大纸上，写有类别的一面朝外。

过程：

1.把学生分成两组，每个组商量决定自己组的标志（可以是三角形、长方形

等，也可以是其他简单的图形）。第一组的志愿者从大纸上选择一个类别，然后取

下相应的纸片，大声读出上面的问题，全组合作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

2.如果答对了，在取下纸片后留下的空白处画上第一组的标志，请第二组的志

愿者接着做；如果没有答对，则由第二组回答这个问题，答出来后画上第二组的标

志。

3.看看哪一组的标志先连成一条线。

4.时间允许，可以用更多的问题继续游戏。

问题：

为什么：为什么祷告非常重要？

背诵：请背诵[马太福音]5章13-16节的经文。

画图：假设一个地方很乱、很脏，如果人们同心协力来整理，会有什么变化？

相同和不同：计划帮助一个人和为这件事祷告，这两

件事有什么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事实：尼希米的计划包括哪些内容？

判断：你怎样描述一个在世上做光的

人？

现实生活：在一次风暴中一些房子被

摧毁了。你会怎么做？

解释：“世上的盐”是什么意思？

怎么做：你想怎样作世上的盐和世上

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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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活动：我来做

材料：下面“方案”中提及的材料

过程： 

您选择下面一种方案，请学生一

起计划，并一起协作完成。（您也可

以请学生将他们自己想到的一些力所

能及的行动方案写出来。）

方案1:新蜡笔

学生把自己家里或者每个教室里用剩下

的蜡笔头收集起来，按颜色分组，把蜡笔外面

的纸剥掉，把蜡笔掰（切）成小块，放入铁碗中加热。（建议：学生也可以把蜡笔

放进瓷碗，放在微波炉里加热。）

学生用易拉罐皮做成的半月形、细长形、细三角形等形状的“笔模子”，把

“笔模子”放在干净的报纸上，将融化的蜡笔油倒入“笔模子”里，等蜡油凝固后

取出来就成了新蜡笔。把做好的新蜡笔送给主日学幼儿班的孩子。

方案2:垃圾收集者

把垃圾袋发给学生，请他们在路边、停车场或者草坪周围收集垃圾（您一定

要让学生戴上手套，以免接触有害物质和受伤害。活动结束后一定要把手清洗干

净。）

您在带领学生做上面的活动时，一定要保证每4-6个孩子有一位

成人陪伴。在做新蜡笔的活动中，提醒学生戴上厚手套，以免被烫

伤；在收集垃圾的活动中，您要注意选择来往车辆较少、人群不太

密集的地方，如果需要，您可以请家长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