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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盼望

2
耶稣是救

赎主

圣经金句 	 	

[腓立比书]2章8-11节

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

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

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

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使荣耀归与父神。

圣经主题	

	 [马可福音]14-15章；[路加福音]24章讲述的是：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

耶稣身上，从而使我们在耶稣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教师默想 

多少时候，我们以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就是两千年多前在十字架上受死和复活

的大工，是一件历史事实，是一种信仰理念。在每一年的复活节，我们都要特别庆

祝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如果主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只是过去发生的事实，只是与过

去有关的事件，那么我们庆祝复活节只是在纪念它过去的价值。然而，主耶稣的受

死与复活所带来的盼望不只存在于两千年前，而是自两千年前一直延续到今天，并

将持续到永远。主的受死与复活，不仅在两千年前改变了门徒的生命，带给他们新

生的盼望，也在今天改变着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对生命、对未来的新方向，让我们

能够面对未知的困难与挑战。

旧约中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背负我们的罪。由此我们可以

看到上帝永恒的大计划，上帝对我们的爱，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

了。基督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他担当我们

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

学习目的 	耶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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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

治。上帝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

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

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

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

不开口。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

除，全都是因为我们的罪过，因为上

帝以他为赎罪祭。

希腊原文圣经中，主耶稣救赎这件

事一直使用进行式，也就是说，主在十字架

受死，并于第三日复活，这一次的献上就成了永

远的赎罪祭（[希伯来书]10章12节、14节）。当我们想到主耶稣的救赎时，有一个

事实我们切不可忘记——他一次的受死与复活，使所有信从他的人都得到了永生的

确据、不再受到死亡和罪的辖制，使我们在生活中有力量、有盼望，有勇气去面对

任何困难和患难！

教学点滴

本课内容很自然地谈到接受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当您准备这一课

时，请为班上的学生祷告。祈求上帝预备学生的心，使他们能够理解本课的真理，也祈

求上帝帮助您清晰地传讲福音信息。您也可以参看“带领孩子归向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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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前奏 

材料:  纸、笔
准备：阅读并熟悉下面的故事，以便有感情地讲述故事。
过程:

请给学生讲述下面的故事，然后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讨

论。

有一位铁路桥梁管理员，他的工作就是在管理室按时打开或关闭铁路桥梁。当

他按下打开按钮时，铁路桥就被分开成为两半，这样河上的高层油轮可以穿过铁路

桥继续前行；当他按下关闭按钮时，两段式的铁路桥就会拼合成一个完整的桥，火

车可以从铁路桥上驶过。这个忠心的管理员每天就是这样按时打开铁路桥，让油轮

通过，关闭铁路桥，让火车通过。

有一天，管理员来上班时带着儿子一起来到了管理室。他想让儿子看看爸爸的

工作情况。这个孩子很乖巧、听话。管理员为了不让儿子感到无聊，就建议儿子去

外面看看河上的游轮。管理员依旧照常工作，按时开关铁路桥。

突然，就在管理员要关闭铁路桥，让一列疾驰的火车通过时，他发现自己唯一

的爱子正趴在两段式铁路桥的中间接触面上。如果这时他不按下关闭按钮，铁桥就

不会关闭合拢，儿子就能得救，但是火车上的数百人就都会落入奔流的河水。如果

你是那位管理员，你会怎么做？在很短的时间内，管理员似乎想了很多，又似乎什

么也没想。他按下关闭按钮，眼睁睁地看着铁路桥慢慢合拢。他知道自己从此将失

去心爱的儿子。就在铁路桥关闭的刹那，火车飞快地驶了过来，管理员双眼模糊的

目送火车上一百多位欢笑着的乘客……

问题：

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否有人牺牲他的时间、精力、金钱、甚至是生命，使你可以

生活得好一些？请举例说明。

你是否为了朋友、家人，牺牲自己的好处，使你的朋友、家人可以因此得到帮

助？请举例说明。（您可以先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看法。）

·

·

 目标：
学生思考拯救的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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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是比较难舍弃或牺牲的？为什么？

哪些是最难舍弃或牺牲的？为什么？

				

这位管理员拯救数百人性命的事情，也许并不是真实发生过的，然而，上帝的

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拯救世人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却是发生在两千年前的一个事

实。上帝舍弃了独生的爱子，使世上所有的人拥有了得救的盼望。

·

·



14

第��������  耶稣是救赎主

互动查经

目标：明白：耶稣基督的宝血救赎了我们。

经文：[马可福音]14-15章

材料:		圣经

引言

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前曾多次预言了自己的受难，他舍命是为了作多人的赎价。

查考

把[马可福音]14-15章分成以下几段：14章1-25节——逾越节前后耶稣预言将被

出卖；14章26-42节——门徒不能儆醒祷告，主耶稣独自承担即将到来的苦杯；14

章43节-15章20节——耶稣被抓，受到审问、戏弄、鞭打、辱骂；15章21节-15章47

节——耶稣被钉十字架、断气、被葬在坟墓。

学生分成四组，每组分配一段经文。各组先查考经文，然后以“角色表演”的

方式表现经文内容。角色有：耶稣、几位门徒、祭司长、文士、拿香膏的女、西门

等。如果每组人数不够，可以请一个人扮演几个角色。各组按照经文顺序，依次表

演。您可以事先准备一些道具（香水瓶、玩具刀枪、十字架、钉子、海绵、紫色衣

服、树枝编的冠冕、皮鞭等。）

最后，您根据下面的经文解读部分进行总结。

 背景

逾越节：是犹太人的一个重大节期，是为了记念耶和华受到击打埃及人，却

越以色列人的房屋，因为以色列人的门上涂了羔羊的血。（[出埃及记]11-12章）

[马可福音]14章1-25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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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安 葬 的 香 膏 ： 犹 太 人 丧 葬

的习俗，是用香膏膏抹死人的身

体，然后用细麻布加上香料缠裹

尸体。

三十两银子：大约相当于一

般工人一年的工钱。由此可看马

利亚的爱主之心。

经文解读：

从耶稣被抓，被苦待，一直到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连串的事都发生在逾

越节晚餐之后。主耶稣在逾越节的晚餐上设立了圣餐，并用自己的血立下了新约，

表明自己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约翰福音]1章29节）

主早已知道祭司和文士已迫不及待地要用诡计杀害他，主也知道犹大将会做

什么，主更知道自己离世的日子近了。当马利亚奉献如此贵重的礼物，膏抹主的时

候，主耶稣称赞马利亚一心爱主，全然奉献的心，并再一次向门徒预言自己很快就

要离开的事实。

问题：

你认为主耶稣这次上耶路撒冷过逾越节，

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主耶稣这次过逾越节会是什么样的心情？

如果你是马利亚，你会用这么贵重的香膏

膏抹主吗？

耶稣怎样面对即将要发生的事？（从耶稣

与门徒的对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已定

意走上十字架的路，他情愿顺服天父上

帝，预备承受必将发生的事。）

·

·

·

·

[马可福音]14章26-42节二

问题：

主耶稣就是上帝，他为什么还会“惊恐起来，极其难过”？（主耶稣是完全的

神，也是完全的人。他在人性里，与我们有一样的性情，所以他也会哭，也会感

到忧伤、难过。）

既然天父上帝是全能的，又满有慈爱的，他为什么不撤去这苦杯呢？（天父上帝

差遣主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要主耶稣代替我们承受这杯，把我们从上帝的忿怒中

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中拯救出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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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杯”：含有受难与受死

之意。“这杯”乃是上帝忿怒

的杯（[启示录]14章10节），原

本我们应当承受上帝的忿怒，

但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到

世上，代替我们喝了这杯，也

就是让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

担罪受死，因此，“杯”也可

以指十字架上的死。

客西马尼：一个橄榄园，

位于汲沦溪另一边，离耶路撒

冷城墙约1.2公里，是耶稣和他

的门徒们常去的地方。

[马可福音]14章26-42节三

问题：

鸡叫几遍之前，彼得几次不认主？（两遍，三次。这正是耶稣所预言的。）

祭司长、长老和文士把耶稣交给了谁？（一个罗马官长巡抚彼拉多）

兵丁是怎样戏弄耶稣的？（给他穿紫袍；给他戴荆棘冠冕；假装拜他；用苇子打他

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

经文解读：

耶稣被自己的门徒犹大出卖了！犹大出卖耶稣之前竟还表现出他与主耶稣有很亲

密的关系。犹大为了一些钱财利益，就出卖了耶稣。虽然在上帝的计划中，主耶稣必

定要死，但是犹大的作法与主耶稣牺牲自己拯救万民的作为，怎能相比呢！

·

·

·

经文解读：

在受难之前，主耶稣三次提醒门徒要警醒

祷告，连他自己也是一连三次迫切祷告，因为

祷告是主耶稣得到力量的通道，祷告能使他与

阿爸父紧紧相连。但是，门徒们没有胜过肉体

上的软弱，他们都陷入了沉沉的昏睡之中。如

果你是主耶稣，你多么希望这些跟随了你三年

之久、日日同吃同睡的朋友们，能够在你最需

要的时候与你在一起，少睡一会，同心向天父

上帝祷告啊！可是，主耶稣提醒门徒三次，门

徒却依然没能坚持。

当兵丁来抓主耶稣时，彼得凭着血气之勇

挥刀削掉士兵的耳朵，却没有在祷告中寻求天

父上帝的能力，为主耶稣即将面对的十字架的

酷刑代求，这再次表明主耶稣只能独自面对十

字架的苦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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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亲嘴：是犹太社会中门徒向老师

（拉比）请安的方式，因此在说“请

拉比安”（[马太福音]26正49节）之

后亲嘴，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不

过，在原文中49节的“亲嘴”与前一

节的“亲嘴”不是同一个字，49节用

的是强调语，表示非常亲密的举动，

更凸显了犹大的虚伪。

[马可福音]15章21-47节四

问题：

谁被强迫背起耶稣的十字架？为什么

要让别人替耶稣背十字架？

为什么百夫长说耶稣真的是神的儿

子？（百夫长看见过别人受十字架酷

刑断气的情形，现在看见主耶稣断气

时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同，因此认定

·

·

 参考资料

巳初：上午九点。

申初：下午三点。主耶稣是在巳

初（上午九点）被钉，故到申初（下午

三点）一共有六个小时。

众祭司长、长老、文士、大祭司

等人，一同聚在大祭司的院内，他们显

出了宗教利己者的真面目：他们自以为

义，甚至强拉人作假见证。人心中的罪

恶，在此显露无遗。主耶稣早已看穿他

们邪恶的用心，但却丝毫不为之所困，

主耶稣没有为自己辩解什么，他默默地

忍受被吐唾沫、羞辱、鞭打的痛苦。那

些祭司长、长老、文士们，如此恶毒地

对待耶稣，因为耶稣的到来威协到他们

的地位，他们妒忌耶稣的权柄和能力，更妒忌越来越多的人跟随耶稣而不是跟随他

们。然而，主耶稣深知：他将为每一个打他、辱骂他、诬陷他、恨恶他的人，死在

十字架上，为他们赎罪。这是何等的爱与宽恕啊！

跟随耶稣三年多的门徒们，这时候到哪里去了呢？犹大卖了耶稣，最勇敢的彼

得竟然“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都四散逃走了。人是何等软弱，何等需要全能

的真神啊！

公会不能判耶稣死刑，他们将耶稣交给了罗马的官员彼拉多。彼拉多虽然知道

耶稣是无罪的，但是为了避免犹太人发起暴乱，彼拉多盲目地听从民众，判决耶稣

钉十字架。就这样，全然无罪的主耶稣，竟在盲目民众的呐喊中走上了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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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殿里的幔子：指圣殿里的用于隔

开圣所和至圣所的内层幔子。在旧约时

代，除了大祭司可以一年一次，带着祭

牲的血通过幔子进入至圣所外，任何人

都不能进去。“裂为两半”预表耶稣的

身体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使我们得以借着他坦然进入至圣所。

（[希伯来书]4章16节）

经文解读：

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一步一

步走向各各他。耶稣知道他将要在十字

架上为世人的罪而死，担当世人罪的刑

罚。临死之前，主耶稣还忍受了一切无

情的漫骂和讥诮。在最后那一刻，也是

主最痛苦的一刻，耶稣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样离弃我？”这一刻，父神

掩面不看耶稣，因为这一刻他已不再是无罪之身，而是担负了全人类的罪孽。深重

无边的罪使耶稣被父神弃绝，父神掩面不看他。

耶稣死了！气断了，身体的血和水流出来了。并且耶稣的身体上连一根骨头也

没有折断，照规定，在十字架上受刑的人应该在腿上被折断腿骨。但兵丁见他已死

了就不打断他的腿，这应验了旧约的预言，也印证了耶稣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因

为逾越节的羔羊虽被宰杀，却要保全羔羊的骨头不被折断。

耶稣死了，被安放在坟墓里，有大石头封住了坟墓，还有兵丁日夜把守坟墓，

因为犹太人的祭司长和文士们，不愿意看到耶稣说“三日他必复活”的话应验。犹

太人就这样杀了他们的弥赛亚。

耶稣必不是平常的人，乃是上帝的儿

子。）

谁把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并安放在

坟墓中？

·

总结：

耶稣没有犯罪，但是为了救赎我们，他承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耶稣是唯一的义

人，他是人也是神，因此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

耶稣顺服天父旨意，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和罪的刑罚，也实现了旧约

的预言。耶稣的宝血使我们在他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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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天地

准备：您将下面的材料给每个学生复印一份，或者

写在大纸上贴在墙上。

过程：

学生思考“你确信得救了吗？”这份材料，写出

他们的回答。最后，大家一起分享自己的回答，也可以请学生提出他们的疑问，大

家一起讨论解答。

你确定得救了吗？

请用0-5表示你同意的程度：0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1.我在圣洁的上帝面前一无是处，是完全堕落、全然败坏的。

2.我想尽办法让自己更快乐、更自由，但是我靠自己是不可能把自己从罪中拯

救出来的。

3.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把我昨天、今天、明天所有的罪都洗干净了。

4.耶稣基督即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因为他由童贞女马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

5.耶稣基督是上帝，与耶和华上帝同等、同尊、同荣，拥有上帝所有的属性。

6.耶稣基督的复活是身体的复活。

7.主耶稣已经升天，他会再来施行审判。

8.耶稣再来时，我们的身体都要复活。

9.我相信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相信耶稣第三日复活，他的复活证明他胜过

死亡权势。

生活应用挑战：

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牺牲。我们如何回应耶稣为我们牺牲的爱呢？给学

生一些时间思考，然后在纸上写下他们对此的祷告。写完后，学生一起默祷，最后

把写好的纸带回家，提醒他们常常为此祷告。

 目标：
确信：我们已经

得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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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时光：排列经文比赛 

材料：圣经、笔、小纸条、袋子

过程：

1.把下面的经文分别抄写在小纸条上，一张上写一个经节：[马可福音]14章8-9

节、[马可福音]14章17-18节、[马可福音]14章32节、[马可福音]14章45节、[马可福

音]14章55节、[马可福音]14章71节、[马可福音]15章4-5节、[马可福音]15章20节、

[马可福音]15章24节、[马可福音]15章34节、[马可福音]15章37节、[马可福音]15章

45节、[路加福音]16章2节、[路加福音]16章13-15节、[路加福音]16章35节、[路加

福音]16章48-49节、[路加福音]16章51节。这样做几套，每组一套，每套都分别放

在小袋子里。

2.如果学生较多，您可以把学生分成4组，一组至少4人。

3.各组发一个袋子。您说“开始”，各组立即把所有的纸片拿出来，将经节按

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排列。排列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查阅圣经。

4.第一个排列完毕的小组获胜。您可以给获胜的小组一点奖励。

5.时间允许，重复游戏。

您可以逐渐加大游戏的难度，如

限制查阅圣经的次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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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作：十字架

材料：较厚的彩纸、剪刀、彩笔、胶水

过程： 

请学生想一想：哪些事物能够帮助我们记住主耶稣的爱，帮助我们凡事依靠耶

稣。（十字架：因为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心：耶稣爱我们；冠冕：因为耶稣

是真正的大君王；鸽子：耶稣赐给我们平安，等等。）

学生先在彩纸上画出一个很大的十字架，然后将上面提到的其他事物画在十字

架的中间。学生剪下十字架，带回家贴在墙上，提醒自己：常常思想耶稣的爱，凡

事依靠耶稣。

也可以请学生一起合作，画出今天圣经故事中的一

个场景，提醒我们记住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要

凡事依靠耶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