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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能力

5
依靠上帝

而行
圣经金句 	 	

[诗篇]138篇1-5节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我要向

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

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

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耶和华啊，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

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

圣经主题	

	 [出埃及记]3章1节-4章17节讲述的是：上帝呼召摩西，并帮助摩西不再依靠自

己，而是依靠上帝的能力。教师默想 

教师默想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奇妙的创造。从孕育的那一刻起，上帝所赐的生命就在温暖

的母腹中隐蔽地生长发育，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个细胞到成形的人体。谁知道这个

奇妙的生命历程呢？唯有我们的造物主最清楚。

上帝创造了我们，他了解我们，也清楚我们的每一个生命历程。只有上帝能够

这样完全、彻底地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除了上帝之外，谁都不可能这样了解我们，

包括我们至亲至爱的父母和家人。上帝知道我们的优点，清楚我们的缺点；上帝了

解我们的所思所行，从明明可见的行为、明明可听的话语，到那些隐而未现的意

念、动机等，上帝都清楚。上帝洞察我们的一切，但是他依然按照我们本来的样子

接纳我们、爱我们，信实地保守我们，作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上帝不仅了解我们，也对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定下了完美的计划。因为爱我们，

上帝愿意让我们在喜乐和平安中度过在世的生命；因为爱我们，上帝愿意让我们进

学习目的 	我们的能力来自上帝，我们要依靠上

帝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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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点滴

五六年级的学生，渐渐走入青春期（尤其是女生，比男生较早熟些），他们开始寻

求被人接纳以建立自尊心。这个年龄层的孩子，特别想要肯定自己，为了肯定自己，稳

固自尊心，他们对自己要求特高，对别人也会特别地挑剔，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挫败，

原因是他们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或别人他们过分挑剔。

入他的国度，永远和他在一起；因为爱我们，

上帝期待我们听从真理的带领，顺服在他

的主权下，一生行走在义路。我们唯

有以敬拜尊崇，回应这位深奥奇妙、

智慧全能的上帝。

对于学生来说，上帝爱我们，按

照我们本来的样子接纳我们，这是一

个多么美好的信息呀！在缺点面前，

我们不需要羞愧掩藏；在过失面前，我们

不需要借口开脱；在能力不足的时候，我们也

不需要懊恼和抱憾。在爱我们的上帝面前，我们只需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承认自己的

不足，然后祈求那全能的至高者赐下勇气、智慧和能力，帮助我们做好我们当做的事

情。因为上帝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知道怎么样可以最好、最有

效地帮助我们。

	让我们信靠这位奇妙的造物主吧，因他爱我们，单单地爱我们本来的样子。让

我们依靠上帝的大能，做我们当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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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
我们要有勇气面

对困难。

课堂前奏 

材料:	红色小纸片（每人十张）、绿色小纸片（每人

十张）、10个纸袋

准备：在每个纸袋外写一项任务（有容易完成的，有

较难完成的，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例如：背一段

经文、弹吉他、创作一首歌、画一幅山水画、给小狗洗澡、做十个俯卧撑、设计一

个网页、投篮十次中七次、二十五秒内跑完100米、唱一首英文歌、玩电脑游戏、准

时完成家庭作业，等等。

过程：

1.把纸袋依次放在地上或桌子上，请学生按次序走过纸袋，并读出纸袋上写的

任务。

2.每读完一项任务，学生就要决定该项任务是困难的还是容易的；如果是困难

的，就将一张红色的小纸片放进这个袋子里，如果是容易的，就放入绿色的小纸片。

3.每个人都投完纸片后，您倒出袋子里的彩色纸片，计算每一项任务所得的纸

片，并记录在纸袋上。（您可以在学生的帮助下画出统计图表。）

4.您提出下面的问题，带领学生讨论：

哪一项任务大家普遍认为是最困难的？

哪一项任务大家普遍认为是最容易的？

哪些任务对有的人难，对有的人比较

容易？为什么？

如果派你去完成一项你从来没有做过

的事情，你愿意接受吗？你认为会很

困难吗？为什么？

我们的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又难

又有挑战性的任务，当面对这些任务

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在今天的学习中，我们要看看：我们可以怎

样依靠上帝的大能，面对困难和挑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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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查经

目标：明白：我们要依靠上帝，相信上帝，而不要依靠自己。

经文：[出埃及记]3章1节-4章17节

材料：圣经

引言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行，因为我们常常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没有依靠上

帝的大能。当我们更多地认识上帝，依靠上帝时，我们就可以靠着上帝的大能，面

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查考

让学生独立查考[出埃及记]3章1节-4章17节的经文，每人阅读三遍。

把经文分成以下三个部分：[出埃及记]3章1-12节、[出埃及记]3章13-22节、

[出埃及记]4章1-17节。把学生分成三组，每组分配一部分经文，各组在10分钟内，

把向摩西提出的问题列出来，问题可以包括：上帝告诉摩西什么？摩西是怎样回答

的？摩西看到了什么？摩西当时有什么样的感受？上帝怎样回应摩西？

然后，各组邀请两位志愿者，一个扮演记者，一个扮演摩西，进行“角色表

演”，由记者向摩西提问。另外，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整体内容，各组还可以请一位

志愿者作旁白，在提问前先介绍这一部分经文的大概内容。（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有

机会参与，可以在两个问题之后更换志愿者。）

最后，您根据下面的“经文解读”补充或进一步讲解经文。

问题：

摩西在何烈山看到了什么大异象？·

[出埃及记]3章1-12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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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吩咐摩西做什么？为什么？

上帝怎样帮助摩西认识自己？

上帝说要带以色列人到哪里去？

在那里有哪些人居住？

上帝为什么让摩西去见法老？

你认为摩西对完成这项任务有信心吗？

为什么？

经文解读：

上帝用着火的荆棘吸引摩西，并吩咐摩西：“不要近前来”。上帝是圣洁的、公

义的，而摩西是一个不洁的罪人，圣洁的上帝与不洁的人怎能在一起呢？因此不让摩

西接近。

接着，上帝说：“我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上

帝是信实的，他不断坚立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上帝听见了以色列人因

受督工的管制所发的哀求声，上帝眷顾他们。现在上帝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

埃及人的手。而摩西就是上帝拣选的，要完成这项使命的人。这项使命很难，看上去

几乎不可能完成。

年轻时，摩西勇武冲动，曾把一个欺负同族人的埃及人打死，那时上帝没有呼召

他；现在，摩西八十岁了，年纪老迈，早已没有了血气之勇，上帝却在这个时候呼召

摩西，让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年轻时摩西或许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带领以色列

人起义，与法老抗争；现在年迈的摩西可以靠什么面对位高权重的法老呢？

从摩西的回答中，我们看出摩西对自己没有自信，他对自己能力和身份感到怀

疑，这也正是四十年前他的族人对他的质疑：摩西在王宫里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但是，他并没有得到同族人的认同。

上帝给他的回答是：“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

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上帝赐给摩西权柄，同时也赐给他能力带

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

·

·

·

·

·

 参考资料

“你所站之地是圣地”：上帝

是圣洁的，因此上帝所在的地方也

是圣洁的。虽然摩西可能天天从这

里走过，但是现在上帝在这里，这

里就成了“圣地”，而不是因为这

个地方本身是圣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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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3章13-22节二

问题：

上帝如何说自己的名字？

这些名字有什么样的含义？

上帝让摩西和谁一起去见法老？

上帝说法老的反应将是怎么样的？

上帝说怎样才会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上帝说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是什么样的？

经文解读：

摩西听到上帝的呼召，但是他不知道该怎

样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

摩西要面对曾经质疑过他的那些以色列同胞；

另一方面，摩西要面对凶残、恶毒的埃及法

老。摩西怎么能做到这些呢？年迈的摩西看不

到一点希望。

上帝知道摩西的担心，但是上帝期望摩西

从“依靠自我”的状态中走出来，进入“依靠

上帝”的状态，让他注目上帝、信靠上帝。上

帝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摩西，是希望摩西明

白：一切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摩西现在要做

的是听从上帝的命令，按照上帝说的做。

上帝知道这项任务对摩西来说非常困难，

但是上帝应许与摩西同在。

·

·

·

·

·

·

 参考资料

1.希伯来人：“希伯来”

意思是“过来、渡过河、属

于希伯的”。亚伯兰原来住

在幼发拉底河的东边，上帝呼

召他带着家人渡过大河，来到

迦南地，因此被称为“希伯来

人”。这个称呼第一次出现在

[创世记]14章13节，后来也用

来称呼以色列人（参见[创世

记]39章14节、17节)。

2.“我是自有永有的”：

按照原文希伯来文直译是：我

是我所是，这表明上帝就是那

位超越空间、超越时间的神，

是不依赖于任何其他存在而存

在的神；这是上帝的一个重要

属性。“耶和华”来自希伯来

文Yahweh，原形是四个希伯

来子音字母YHWH，意思就

是“自有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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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埃及记]4章1-17节三

问题：

摩西按照上帝命令，把杖扔在地上后发生了什么事？

摩西把手放在怀里后发生了什么事？

上帝吩咐摩西把河水倒在旱地上，发生了什么事？

你认为上帝为什么让摩西做这三件事？    

摩西又说到自己哪些方面的不足？

上帝说谁可以帮助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

经文解读：

在很短的时间内，摩西经历了两次神迹：身边的杖变成了蛇，自己的手得了

大麻风病又复原。藉着这样的神迹，上帝要帮助摩西明白：他现在唯一要做的是

顺服上帝，听从上帝的命令。

摩西还是不能完全依靠上帝，因为他认为要完成这件事需要人的伶牙俐齿。

他提出自己是拙口笨舌，不善言辞的。于是，上帝再一次提醒摩西：人的一切能

力都来自于上帝，摩西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信靠上帝。

然而，摩西依然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他祈求上帝使用别人。于是，上帝让

摩西的哥哥亚伦与摩西一起。亚伦很有口才，但是摩西将会看到口才不能改变人

心，只有上帝的权能才能改变人心。

·

·

·

·

·

·

总结：

上帝对摩西的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从摩西的出生到被法老女儿收养（[出埃及记]1章

22节-2章10节），再到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一切的事情都由上帝掌管。

对于摩西来说完成这样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出埃及

记]3章11节），并且提到埃及法老的势力（[出埃及记]3章19）和以色列同胞不会相信

他的话（[出埃及记]4章1节），直至摩西说自己拙口笨舌，能力不足（[出埃及记]4章

10节）。上帝愿意使用摩西，一步一步帮助摩西确信：上帝与他同在，上帝将带领他完

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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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天地

材料：小纸片、圣经

过程：

您先带领学生学习[诗篇]138章1-5节，学生一起朗

读三遍。接着请学生把自己最大的长处和短处写在一张纸

片。上帝创造了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长处和短处。当我们能

力不足时，我们可以向上帝呼求，上帝就会帮助我们，鼓励我们，赐给我们力量。

	 	 	 	每人发三张小纸片，请学生在纸上分别写出三件对自己来说很困难、几乎无法完

成的事。您提出第一个问题后，请志愿者轮流读出纸片的内容。

			 	在纸片的背面，学生写出摩西对自己没有自信而提出的三项理由（提醒学生查考

[出埃及记]3章11节、4章1节、4章10节），然后您提出第二个问题。最后，您提出

第三个问题带领学生展开讨论。

问题：

你曾经遇到过哪些必须面对的困难和挑战？（有一门课非常难；和有些同学很难

相处；被别人拒绝；被同学嘲笑；和老师关系不好；无意中冒犯了老师；等等。）

上帝呼召摩西，让他承担起带领以色列人的任务时，摩西有哪些反应？

这一课告诉我们：上帝与摩西同在，当摩西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上帝赐给他能

力带领以色列人。当我们遇到困难或很难做到的事情时，我们可以怎样做？

上帝爱我们，接纳我们，并且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救赎我们死在十字

架上。[诗篇]138篇1-5节告诉我们：上帝以慈爱对我们，无论我们的能力如何；上

帝是信实的，当我们向他呼求时，他就赐给我们力量，甚至超过我们所求。

上帝应许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有勇气面对困难，不逃避、不惧怕，因为我们

知道上帝会作我们随时的帮助。

生活应用挑战：

在这一周中，你在哪些方面需要上帝赐给你能力？给学生一点时间思考，并写

在纸上。然后邀请几位志愿者分享自己的回答。最后以祷告结束，祈求上帝帮助学

生信靠上帝的大能，勇敢地面对困难。

·

·

·

 目标：
明白：我们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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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时光：我的帮助 

材料：小纸片（20张）、粉笔

准备：在地上划两条长10米的直线，两线相距约6米。在20张纸片上分别写一些动作

（例如：弹吉他、写作业、看球赛、吃饭、睡觉等等），每张写一个，把纸片分成

两摞。

过程：

1.学生分成两组，分别站在两条直线后。每组拿10张纸片。

2.游戏开始：第一组组员一起走出两线之间距离第二组两米远的地方，第一组

请一位志愿者到第二组中抽一张纸片，请志愿者表演纸片上写的动作，由第二组猜

是什么动作，要求第二组集体商量30秒；如果第二组猜对了，第一组就迅速往线后

退，同时第二组迅速冲上去抓第一组的人，抓到谁，谁就成为第二组的组员，但是

不能抓退到线后的人。

3.第二组继续这样游戏，直到某一组的人都抓光或者纸片上写的动作都表演完

了。		

4.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有时候我们自己可以解决，有

时候我们自己不能解决，就像猜动作一样，我们需要大家彼此帮助。

[诗篇]121篇中作者问道：“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我们的帮助都是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上帝

以各种方式帮助我们，就像他帮助摩西一样。

摩西靠自己是无法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的，但是上帝与摩西同在，上帝施展大

能，帮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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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制作：经文拼图

材料：一张旧报纸、水彩笔

准备：把报纸分成21块拼图片，将[诗篇]138篇3节的经文分别写在拼图片上，字写

得大一些，一块写一个字。

过程： 

1.请学生参照[诗篇]138篇3节的经文，将拼图片拼在一起。

2.学生背诵[诗篇]138篇3节。

3.您采取不同的方式检查背诵情况：男生组背，女生组挑错；两人小组互相背；

学生站成一排，一人说一句；等等。

如果学生较多，超过10人，就分组进行上面的游戏，

最后在小组间进行一场经文背诵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