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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这
就
是
永
生

并
且
认
识
你
所
差
来
的
耶
稣
基
督

第
一
单
元
经
文

Verse of  U
nit 1

，

，

。



15

出埃及记3:14 中神说的“我是自有永有的”是什么意思？

写一写：约翰福音 17:3

,

,

。

问题探讨  Bible Study Question

单元经文  Verse of the Unit

Unit 1:
第 一 单 元

,

,

。

dān yuán jīng wén

wèn   tí     tàn    tǎo

  rèn     shi       nǐ       dú      yī      de   zhēn   shén 

 bìng    qiě    rèn      shi      nǐ      suǒ    chāi     lái      de      yē       sū      jī       dū 

  zhè     jiù     shì     yǒng  shēng

 yù     bèi        xué           x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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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文  Daily Memory Verse

写一写：启示录 1:8

Lesson 1:第 一 课

缺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1.  神对摩西 说：“我是_______________的。”（出3:14）

2.  耶和华是我的_______________。（诗23:1）

3.  “我是_______________, 这是我的名。”（赛42:8）

4.  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

     是_______________的, 是_______________的; 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
    （赛44:6）

5.  认识你—______________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
     就是永生。（约17:3）

quē    cí    tián  kòng

měi    rì   jīng   wén

zì     yǒu       yǒng        y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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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文  Related Verses

申命记 
6:4

出埃及记 
34:6

历代志上 
17:20

诗篇  
83:18

以赛亚书 
43:13

以赛亚书 
45:5

但以理书 
2:47

约翰福音 
17:26

哥林多前书 
8:4

腓立比书 
2:9-11

写出经文的主题要点或关键词句
Write Out the Main Idea or Key Phrases of the Verse (s)

xiě chū jīng wén de zhǔ tí yào diǎn huò guān jiàn cí jù

xiāng guān jīng w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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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示录 1:8
 在启示录中主神首先宣告说祂是什么？

阅读书写  Reading and Writing

1. 出埃及记 3:14-15
当 摩西 问 神叫 什么 名字 时，祂是怎么回答的？

2. 出埃及记 5:2
 谁对摩西和亚伦说了“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还说了他不认识谁？

Omega阿拉法

英文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词汇习得  Bibl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cí    huì     xí     dé

yuè   dú    shū   xi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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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 神的称谓中译 神的称谓英译

1. 出埃及记 3:14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2. 出埃及记 3:6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3. 利未记 11:44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4. 申命记 10:17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5. 创世记 14:22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6. 创世记 16:13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7. 诗篇 91:1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8. 西番雅书 2:9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9. 以赛亚书 1:4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0. 撒迦利亚书 14:21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1. 耶利米书 23:6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2. 约书亚记 3:10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经文查阅  Keyword Search
jīng  wén  chá   yuè

shén de chēngwèi zhōng yì shén de chēngwèi yīng yìchá 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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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文翻译  Prayer Translation

主啊，祢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祢的名在全地多么的美，没有可比祢的。
祢在时间空间以上、以先、以外，祢本为大。求祢帮助我们更多地认识祢，看
见祢的大能，只认祢为独一真神，让祢来作我们的主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
告，阿们。 — 赛45:5；撒下7:22；太6:9

用中文写下你想向神祷告祈求的内容
Write down in Chinese What You Want to Pray to God

dǎo  wén   fān   yì

祷告事项  Prayer Items
dǎo  gào  shì   xiàng

yòng zhōngwén xiě xià nǐ xiǎng xiàng shén dǎogào qí qiú de nèi ró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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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文  Daily Memory Verse

Lesson 2:
第 二 课

写一写：提摩太前书 2:5

缺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1.  凡活物的生命和_____________的气息都在耶和华的手中。（伯12:10）

2.  因为，在你那里有______________的源头；在你的______________中，
     我们必得见光。（诗36:9）

3.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_______________，就是主基督。
    （路2:11）

4.  耶稣就是道路、_______________和生命。（约14:6）

5.  _______________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来13:8）

quē    cí    tián  kòng

měi    rì   jīng   wén

dào  chéng       ròu        shē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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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文  Related Verses

以赛亚书
7:14

马太福音 
1:21-23

马太福音 
16:16

罗马书     
9:5

腓立比书 
2:6-7

哥林多前
书 8:5-6

提摩太前
书 3:16

歌罗西书 
1:22

以弗所书
1:7

约翰一书 
4:14

写出经文的主题要点或关键词句
Write Out the Main Idea or Key Phrases of the Verse (s)

xiě chū jīng wén de zhǔ tí yào diǎn huò guān jiàn cí jù

xiāng guān jīng w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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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赛亚书 9:6
 这节经文是关于谁到来的预言？祂的名被称为什么？

阅读书写  Reading and Writing

2. 路加福音 9:20
 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是怎么回答的？

3. 提多书 2:13 
 使徒保罗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什么？

Light (of the World)独生子

英文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词汇习得  Bibl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cí    huì     xí     dé

yuè   dú    shū   xi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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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查阅  Keyword Search

查经 耶稣的称谓中译 耶稣的称谓英译

1. 路加福音 1:35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2. 马太福音 4:16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3. 哥林多前书 5:7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4. 以弗所书 1:22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5. 提摩太前书 6:15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6. 希伯来书 2:10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7. 彼得前书 2:6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8. 约翰一书 1:5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9. 启示录 3:14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0. 启示录 22:13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1. 约翰福音 1:41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2. 约翰福音 3:16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3. 约翰福音 6:35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4. 约翰福音 8:12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5. 约翰福音 10:7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6. 约翰福音 10:11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7. 约翰福音 11:27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8. 约翰福音 14:6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19. 约翰福音 15:1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jīng  wén  chá   yuè

yē   sū de chēngwèi zhōng yì yē  sū  de chēngwèi yīng yìchá 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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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文翻译  Prayer Translation

耶稣，万名之上的名，何等宝贵的名，万有都本于祢，万物都是藉着祢来
的。神本体的真像，神的独生子，降生成为人子，来到我们当中，带来自由和
平安。主耶稣，祢是圣经的核心，愿祢在今天和以后的每一天也成为我们生命
的中心。奉祢的名祷告，阿们。

— 罗11:36；林前8:6；来1:3

用中文写下你想向神祷告祈求的内容
Write down in Chinese What You Want to Pray to God

祷告事项  Prayer Items
dǎo  gào  shì   xiàng

yòng zhōngwén xiě xià nǐ xiǎng xiàng shén dǎogào qí qiú de nèi róng

dǎo  wén   fān   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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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文  Daily Memory Verse

Lesson 3:
第 三 课

写一写：约翰福音 4:24

měi    rì   jīng   wén

shèng     líng          yùn           xíng

缺词填空  Fill in the Blanks

1.  耶和华在万神之上，有 ______________和威严在祂面前。（代上16:27）

2.  基督是神，他的_______________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5:2）

3.  天上地下所有的_______________都赐给耶稣了。（太28:18）

4.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_______________。（约3:6）

5.  耶稣应许赐给我们的_____________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约15:26）

quē   cí    tián  k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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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经文  Related Verses

诗篇 
104:30

诗篇 
139:7

以赛亚书 
44:3

罗马书 
8:9-11

罗马书 
15:13

马太福音 
3:16

哥林多前书 
2:10-11

哥林多后书 
13:14

彼得前书 
4:14

约翰一书
5:8

写出经文的主题要点或关键词句
Write Out the Main Idea or Key Phrases of the Verse (s)

xiě chū jīng wén de zhǔ tí yào diǎn huò guān jiàn cí jù

xiāng guān jīng wé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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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福音 14:16-17
 圣子耶稣应许求圣父赐下圣灵，叫圣灵做什么？

3. 使徒行传 1:8；2:4
 圣子耶稣升天前祝福门徒什么？圣灵降在耶稣的门徒身上后，他们可  
 以做什么？

阅读书写  Reading and Writing

2. 约翰福音 16:13-14
 圣灵来要做什么？为什么圣灵可以做这些事情？

Shepherd人子

英文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是什么？ __________________

词汇习得  Bibl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cí    huì     xí     dé

yuè   dú    shū   xi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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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经    神的属性 (写出中英文）

1. 申命记 6: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申命记 7: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出埃及记 3: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出埃及记 15:1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出埃及记 34: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撒母耳记上 2: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列王纪上 8:2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诗篇 11: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诗篇 86: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诗篇 90: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诗篇 139: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诗篇 144: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以赛亚书 43: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利未记 11:4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约伯记 9: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玛拉基书 3: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约翰福音 4:2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罗马书 5:1-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 约翰一书 5: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 启示录 21:6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文查阅  Keyword Search

自有永有的

永恒的

无限的

永不改变的

神圣的

无所不能的

无所不知的

无处不在的

信实的

圣洁的

良善的

慈爱的

有怜悯的

公义的

智慧的

有恩典的

属灵的

真实的

独一的

至圣至荣的

jīng  wén  chá   yuè

zì yǒu yǒng yǒu de

yǒng héng de

yǒng bù gǎi biàn de

wú suǒ bù néng de

wú chù bú zài de

shèng jié de

cí   ài  de

gōng yì de

yǒu ēn diǎn de

zhēn shí de

wú xiàn de

shén shèng de

wú suǒ bù zhī de

xìn  shí de

liáng shàn de

yǒu lián mǐn de

zhì huì de

shǔ líng de

dú  yī de

zhì shèng zhì róng de

shén de shǔ xìngchá 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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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文翻译  Prayer Translation

神啊，求祢藉着运行在我们里面那基督的灵，使我们里面刚强。靠着祢加
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作。祢在基督里建造我们，我们有基督耶稣祂自
己为房角石。衪是我们盼望得到的最可靠、最真实的根基。祂是我们的磐石，
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祢，愿我们凡事都荣耀
祢！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 腓4:13；弗2:19-20；诗62:6

用中文写下你想向神祷告祈求的内容
Write down in Chinese What You Want to Pray to God

祷告事项  Prayer Items
dǎo  gào  shì   xiàng

yòng zhōngwén xiě xià nǐ xiǎng xiàng shén dǎogào qí qiú de nèi róng

dǎo  wén   fān   y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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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如此说  What the Bible Says

1. “耶稣说：我就是________，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14:6）

2.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________的起头。”（可1:1）

3. “惟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之外没有________。”（赛 43:11）

圣经识卷  Name the Book of the Bible

福音

道路

救主

全能的主创造世界

 A. 以西结书 
 B. 创世记 
 C. 玛拉基书 
 D. 民数记

“神就是爱”的真正含义

 A. 约翰一二三书
 B. 彼得前书
 C. 雅各书
 D. 启示录

旧
约
书
卷
问
答

新
约
书
卷
问
答

全能的主创造世界 “神就是爱”的真正含义

 A. 约翰一二三书
 B. 彼得前书
 C. 雅各书
 D. 启示录

Unit 1:Wrap-up

shèng jīng shí juàn

shèng jīng  rú     cǐ   shuō

zōng           hé             tí     yà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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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排序  Put the Verses in Order 

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写一写（约翰一书 4:7）

亲爱的弟兄啊， 1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都是由神而生，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凡有爱心的， 并且认识神。

仁爱

信实

忍耐

温柔

恩慈

喜乐

良善 和平 节制

圣灵

果子 结 就是

创意中文角  Creativity Corner

的 所

, 、

、 、 、 、 、 、 。

加5:22
jīng  wén  pái    xù

chuàng yì zhōng wén  jiǎ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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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和中文名言  Biblical Texts and Chinese Sayings 

三字《圣经》(创1:1-19)
《三字经》

圣言出，天地始。

万物全，无造有。

日月星，照大地，

分昼夜，作记号，

定节令，算年日。

三才者，天地人。

三光者，日月星。

There are three forces: 
heaven, earth and man.

There are three luminaries:
sun, moon and stars.

读一读(Read): 翻一翻(Translate):

shèng jīng  hé zhōng wén míng yán

shèng yán chū     tiān  dì   shǐ 

wàn wù quán      wú zào yǒu 

rì yuè xīng        zhào dà dì 

fēn zhòu yè        zuò jì hào 

dìng jié lìng       suàn nián rì

sān cái zhě       tiān dì rén 

sān guāng zhě     rì yuè xīng

sān zì  jī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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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含接  Cultural Contextualization

中国是一个多元宗教的国家,有儒教、道教、佛教等。许多人常说基督教很

自大，总是否定其他的宗教，不尊重他人。基督信仰“唯我独尊”吗？

你是怎么认为的？

（路13:3，24；约3:3，10:9，14:6，17:3，21:20-22；徒4:12；约一5:12）

China is a country with a diversity of religious beliefs, including Confucianism, Taoism, Buddhism, 
etc. Many people often say that Christianity is arrogant, always denying other religions and disrespecting 
others. Is the Christian faith “exclusive”?

wén  huà   hán   jiē

zōng jiào rú   dào     fó xǔ

zǒng    fǒu dìng zūn zhòng wéi   d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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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思考  Reflective Question

我们人怎么能认识神？

独一真神

 你曾好好地看过一朵花吗？你曾想过这么美的花是从哪里来的吗？在

这个宇宙中有一位神，是祂造的。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万物—高山、大海、

绿树、红花、空中的鸟、水里的鱼，还有你和我都是祂造的。虽然我们看

不见祂，但是藉着祂所造的一切，我们可以体会到祂和祂的大能。神照着

祂自己的形象造了我们，更把宝贵的灵赐给我们。

Have you ever taken a good look at a flower? Have you ever wondered where such beautiful 
flowers come from?  There is a God in this universe, and He made it. This world and all the things in 
it—mountains, seas, green trees, red flowers, birds in the sky, fish in the water, and you and I—are 
all made by Him. Although we cannot see Him, we can experience Him and His mighty acts through 
all that He has made. God made us in His own image and even gave us His precious Spirit.

yán  shēn   sī    kǎo

dú   yī  zhēn shén

céng

yǔ zhòu

lǜ shù niǎo yú

 yí   qiè

zhàoxíngxiàng bǎo guì

tǐ   huì

zào wàn wù                               hǎi

duǒ hu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