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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全新的世界
本月主题
经文
创1:1-25
参考资料
《先祖与先知》
第13、14页

上帝一直爱着我们，在我们出生前就已经爱我们了。

故事大纲
上帝在六日之内创造了世界，第七日安息。祂的每一项
创造，都在为下一个步骤作铺垫。没有天空，就没有地方可
以陈列星辰；没有旱地与果蔬树木，动物就无法生存。万物
都是祂爱的记号，时刻提醒着人类，祂看我们为宝贵。

存心节
“起初，上帝创造天
地。”——创1:1

这是一个关于恩典的教导
上帝创造了一个美丽的世界，做人类的家园。祂将我们
需要的一切事物都赐给我们，即使世界遭受罪的破坏，但它
依旧能诉说着上帝的大爱。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地在起初被造出来的时候是非常美丽的。地面上分布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知道：上帝创造了世

着大大小小的山岗和平原，点綴着源远流长的江河和美丽可
爱的湖泊；可是那时的山岭并不是险峻崎岖的，没有现在常

界以及其中的万

见的绝壁悬崖和深沟险壑；地的根基是凹凸不平的岩石，但

物。

上面盖有一层肥沃的土壤，其上生长着繁茂的草木；并无令

感受：因上帝创造这么
多美好的事物让

人作呕的死水和荒芜不毛的沙漠。处处有奇花异卉，令人赏

我们享用，而感

心悦目。高原上有今日所见不到的参天蔽日的大树。空气毫

到高兴。

无污浊的成分，却是清新而有益健康的。全部景色比君王的

回应：时时关注上帝在

园林更为美丽。众天使赞叹不已，并为上帝奇妙的作为而欢

自然界中所显明
的爱。

欣。”（《先祖与先知》第13页）

教室布置
布置一个展示台，邀请孩子们带着他们的“大自然之
物”，展示给大家看。
制作一个布告栏，排列上帝七日创造世界的过程：光、
主题信息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
的万物之上。

日月星辰、动物、海洋、水生物、飞鸟、树木、花朵、人类
以及安息日。将树枝插在装有土壤的容器中上，营造出一个
“花园”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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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典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欢

持续时间

迎

预备活动

Any
Time

动

所需材料

A·奇幻生物

纸、铅笔

B·寻宝游戏

手电筒、海绵、树叶、星
形纸片、玩具鸟或塑料
鱼、动物布偶、圣经

C·多样的树叶

各种各样的树叶。

交谊

无

颂赞

歌本

圣工

儿童圣工消息

捐献

贝壳或天然容器

祈祷

树枝（插在沙桶中）、叶
子图案（见第138页）、铅
笔、打孔机、毛线

体验故事

手电筒、可以盖在手电筒
上的星形滤光镜（纸）、
水、一桶泥土或沙子、树
叶或小树枝、大托盘、动
物玩具（或图片、照片）

存心节

无

圣经学习

圣经、12张大自然的图

A·赞美诗歌

圣经、纸、铅笔

B·上帝赐下礼物

礼物盒、大自然的材料

A·上帝爱你

给每个孩子的花、小卡
片、记号笔

B·创造世界

每个孩子七张圆形卡纸、
记号笔或彩色铅笔、每个
孩子一个卡片扣环（活页
扣环）、打孔机

＜10分钟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圣经课程

＜20分钟

课程应用

分

活

在门口欢迎学生，聆听他们
无
分享本周开心或烦恼的事。

＜15分钟

享

＜15分钟

＊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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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教课

欢迎
在门口欢迎孩子们，问候他们这一周过得怎样，关心他们的快乐或烦
恼，听他们背诵上周的存心节，鼓励他们分享上一课的学习体会。让他
们参与你所挑选的预备活动。

预备活动
选择最合适的活动。

你需要：
□纸
□铅笔

A·奇幻生物
将学生分为四人小组，每组发一张纸，说：我们要画一只动物、鱼或是
鸟。先用大约四分之一纸张画好头部，然后将纸反折，这样你的邻居就看
不到你画了什么。将纸传给你右边的小朋友。下一位小朋友不要看别人之
前画了什么，接着画一只动物、鱼或鸟的上半身，再把画好的部分反折，
传给下一位小朋友。请第三位小朋友画上这只动物、鱼或鸟的下半身反折
后再传下去。下一位小朋友再画上动物、鱼或鸟的脚或尾巴。最后拿到这
张纸的小朋友把整张图打开，看看大家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生物。

总结
看看大家创造出来的生物。问：这些生物有什么问题？它们为什么会
无法生存？（也许它们根本没法呼吸或正常活动。）当上帝创造万物的时
候，一切都是完美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为什么上帝创造了
这么多美好的事物呢？（显明祂多么爱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请学
生一起读）：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的万物之上。
你需要：
□手电筒
□海绵
□树叶
□星形纸
片
□玩具鸟
或塑料
鱼
□动物布
偶
□圣经

B·寻宝游戏
预先将准备好的六件物品藏在教室某些地方，如果班级人数很多，可以
藏两组物品，其中一组绑上彩色缎带。
说：我在这个房间里面藏了六样东西，当你们找到时，请按照创造的先
后将它们排序。

总结
问：这几样东西按受造的先后正确的顺序为何？如果他们不太确定，就
说：让我们一起读创第一章和第二章，看看我们能不能为这些东西排出正确
的顺序。上帝怎么看待祂所造的万物呢？（上帝看着是好的。）为什么上
帝创造了这么多美好的事物呢？（显明祂多么爱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请学生一起读）：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的万物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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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C·多样的树叶

典

你需要：

展示事先采集到的各种树叶标本。问：你们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树的叶 □采集各样
子呀？你如何确定它们是来自哪种树的呢？请指出这些树叶各自的独特和
的树叶，
奇妙之处。

总结
问：你们觉得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出这么多不同种类的树呢？是的，上帝

并制成
美丽的标
本。

赐给我们美丽的事物，显明祂多么爱我们，今天我们要进一步学习有关这一
方面的知识。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的万物之上。
Any
Time

交

赞美和祈祷 （可以在任何时段进行）

谊
报告刚才在门口所听到孩子们跟你分享的快乐或烦恼（注意合适

性）。安排时间复习上周学习的存心节和教训。进行生日祝福，作业表
彰或活动通告。对来宾致以热烈的欢迎。

颂

赞		

《所有美好光明的事》（《为喜乐歌唱》第51首）
《穿过黑暗的光明》（《为喜乐歌唱》第53首）
《你能想像吗？》（《为喜乐歌唱》第29首）
《这是个可爱的世界》（《为喜乐歌唱》第52首）
《假想世上没有花》（《为喜乐歌唱》第60首）

圣

工
分享《儿童圣工消息》中的一则故事，侧重于上帝的恩

典这个主题。

捐

献
说：恩典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爱的礼物，因为祂爱我

们。我们今天的捐款，将帮助更多的人认识上帝的恩典。

祈

祷
预先准备叶子图案（见第138页），在每片纸叶子上打

一个孔，再穿一条毛线进去。发给每位孩子一片纸叶子，
请他们在上面写或画出一件关于上帝恩典的事情。请孩子
们将写好的纸叶子挂到树枝上，并祷告：“主啊，我为这
件事感谢你。”

你需要：
□贝壳或天
然容器

你需要：
□树枝（插在
沙桶中）
□叶子图案（见
第138页）
□铅笔
□打孔机
□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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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你需要：
□手电筒
□可以盖在
手电筒上的
星形滤光镜
（纸）
□水
□一桶泥土或
沙子
□树叶或小树
枝
□大托盘
□动物玩具
（或图片、
照片）

体验故事
在你开始讲故事之前，关掉所

上帝抬头看天空，说：“天上

有的灯，将教室弄得越暗越好。

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

讲故事

定节令、日子和年岁。并要在天空

（黑暗的教室中）上帝看着黑
暗又漫水的空间，心想，该是实行
祂对地球计划的时候了。于是，上
帝说：“要有光。”（打开手电
筒）突然间，就有了明亮的光。上
帝将光和暗分开，祂称光明为白
天，称黑暗为晚上。这就是创造的
第一天。（关灯）
上帝看着水，说：“要把水分
开。”水就分开了，形成天与地。
（请人帮忙搅动容器中的水）这是
创造的第二天。（开灯）
上帝看着周围，一片水茫茫的
世界，说：“让天下的水聚在一
处，使旱地露出来。”（让孩子们
拿一些沙土，放在一个大托盘上）
当祂一说，事情就这样成了。上帝
把水聚集的地方叫做“海”，把旱
地叫做“陆地”。上帝看着地和
海，都非常美好。（把沙土推平）
接着，上帝说：“地上要长出
青草、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树
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
（孩子们把小树枝或树叶插到沙土
中）上帝看着青草、蔬菜和树木，
觉得非常美好。这是创造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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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关灯）

发光，普照大地。”上帝造了两个
大的发光体。比较亮的是太阳，白
天照耀大地；亮度较弱的是月亮，
在晚上发光。（把星形图案滤光纸
或滤光镜盖在手电筒上，将手电筒
一开一关做出闪烁的效果。如果想
要更好的效果，可以运用数个光
源。）上帝也造了星星，上帝看着
太阳、月亮和星星，觉得非常美
好。这是创造的第四天。（把灯打
开）
上帝说：“海与河里要充满生
物，要有雀鸟在天空中飞翔，让它
们的歌声充满苍穹。”（展示鱼和
鸟的玩偶或图片）上帝看水中生活
的一切生物，和天空中的所有飞
鸟，说：“太好了。”上帝赐福给
这一切，说：“要繁衍众多，充满
江河湖海和天空。”这是创造的第
五天。
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
牲畜、地上的爬虫，和野兽，要各
从其类。”（展示动物玩偶或图
片）上帝看着它们，觉得非常美
好。上帝又说：“照着我们的形
像，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治
理全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恩

鸟、地上的牲畜，并地上爬行的一

息。让我们一起来读：

切昆虫。”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的万物
之上。

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赐福给
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
面，治理这地。我将全地一切结种

存心节
重复下列的经文和动作，直到孩子们

子的蔬菜和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

记住为止。

全赐给你们作食物，也将青草赐给

起初
上帝
创造
天
地
创1:1

所有的生物作食物。”上帝看着祂
所创造的一切，觉得非常美好。这
是创造的第六天。
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这个世
界。当上帝造成这美好的世界后，
就将它赐给亚当和夏娃，供他们享
用。上帝今天依旧乐意赐给我们美
好的礼物。当我们看到美丽的大自
然时，请别忘了感谢上帝，因为直
到如今，祂仍将这些美好的礼物赐
给我们。

总结
问：我们怎么知道，上帝在创造
世界之前已经做好一切的计划呢？
（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按照合理的
顺序被造。例如：上帝在创造动物
之前，先造了蔬菜水果等等。）
上帝说要让谁来治理、看管全
地？（祂所造的人类：亚当和夏
娃。）
你觉得上帝为什么要等到一星
期的末尾才造亚当和夏娃？（祂希
望将完美的世界赐给他们。）上帝
将这美好的一切赐给亚当和夏娃作
礼物，是要提醒他们，上帝对他们
的爱，这也带出我们今天的主题信

典

伸出食指
向上指
手拉坯、捏陶动作
向上指
向下指
合掌后分开

你需要：
□圣经
□12张
圣经学习
大自然
预先将图片藏在教室各个地方，创
的图片
造的每一天，各有一张以上的图片作代
表。说：教室里藏了12张图片，上面都是
上帝创造的东西。当你找到一张图片，查
创第一章，找出上帝在第几天造出那样东
西。

总结
让孩子们举着他们找到的图片，说出
那是第几天创造的东西。问：上帝如何
看待祂所创造的大工呢？（创1:10、12、
18、25；上帝看着是好的。）当一切创造
的工都完成时，上帝觉得怎么样呢？（创
1:31；上帝看着所造的一切都很好。）当
你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美好事物，有什么
感觉呢？（享受、快乐、幸福、欢呼、感
恩。）创造的故事，使我们对上帝有什么
样的认识？（祂喜爱美好的事物，最重要
的是祂爱我们。）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
主题信息：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的万物
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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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A．赞美的诗歌
你需要：
□圣经
□纸
□铅笔

种子，始终如一。）祂将爱的礼物

说：圣经当中，诗这卷书的重

赐给亚当和夏娃，今天，祂也将爱

要主题之一是赞美上帝，因祂透过

的礼物赐给我们。让我们一起说出

所创造的万物，显明祂的爱，让我

今天的主题信息：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
的万物之上。

们一起来读一些例子。大家一起念
下列的经文：

B．上帝所赐的礼物

诗148
诗136:1-9
这里有哪些东西向我们展现出
上帝的爱呢？将孩子们分组，给他
们一些时间讨论。根据我们看到上
帝借着大自然给我们爱的礼物时的
感受，写一篇赞美的诗歌。你可以
照自己的想法写，也可以按以下的
格式写一首诗：

你需要：
□礼物盒
□大自然的材
料

当我看到...
使我想起上
帝的...
我赞美祂因
为...

（列举上帝所造的
事物。）
（上帝的一项品
格，例如：良
善、爱、大能、
保护。）
（前面所提及的事
物）

总结

预先准备一个包装好的礼物
盒，里面放一些孩子们所熟悉的来
自大自然的物品。说：我有一个盒
子，里面装着上帝所赐的礼物。邀
请一位孩子拆开这个礼盒，拿出一
样东西来（不要看里面），拿起来
让大家看。问：这东西如何能使我
们想到上帝的爱呢？给时间让他们
思考。以下是一些可用的素材：
石块

花
种子

水

鼓励孩子们彼此分享自己创作
的诗歌，问：当我忧伤时，去看一
些上帝所赐的大自然礼物，为什么
会让我觉得好一点呢？（因为那些

动物妈
妈和宝宝

树叶

东西告诉我上帝爱我。）如果我种
下一颗苹果籽，会得到什么呢？
（一棵苹果树。）这能告诉我关于
上帝的什么品格呢？（祂就像这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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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有大能，祂帮助我们，
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上帝用美丽的颜色装扮花
朵，祂也将美赐给我们。
当播下一颗种子，我们就知
道会长出什么。上帝永不改
变，我们可以永远倚靠祂。
水能用于清洗，上帝洗净我
们的罪。水是我们生活的必
需品，上帝供给我们一切的
需要。
上帝在各种情况下看顾我
们。
树叶提供荫庇。当我们遭遇
困难时，上帝是我们的避难
所。

总结
问：你为什么会送别人礼物
呢？（因为你喜欢那个人，向其

恩

表达你的善意。）为什么上帝用
爱的礼物环绕我们呢？（向我们
显明祂有多么爱我们，也希望我
们记住，无论什么情况下，祂都

典

会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
读今天的主题信息：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
的万物之上。

信息分享
A．上帝爱你

扣环（活页扣环）固定。将孩子们

与学生讨论，一朵花如何以各

分成二、三人一组，说：分享你们

种不同的方式，告诉我们上帝的爱

所画的创造图片，告诉同组的孩

（它的美丽在诉说）。给每个孩子

子，你为何选择画那些东西。讲完

一朵花、一张小卡片，要求他们：

后，念出最后一张卡纸上写的内容

在小卡片的其中一面写上“上帝爱

──今天的主题信息。

你”；另一面写上你想赠予之人的

总结

名字。将小卡片插在花上。

总结
请孩子们说说，他们想把花送
给什么人，到时要说些什么话。轮

问：谁想要跟全班同学分享自
己最喜欢的动物、植物或鸟是什
么？这些东西如何提醒你上帝的爱
呢？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分享。

流问每个孩子：你最喜欢什么花，

回家以后，你要和谁分享今天

哪一种鸟，或是什么动物呢？为什

画的小卡片呢？你和别人分享时，

么？他们怎么告诉你有关上帝的

请记得告诉他们，正因为上帝忙碌

爱？当你把花送给别人，告诉那个

的那一周，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个世

人，上帝为何创造美丽的东西。让

界。再与他们分享今天的主题信

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息。让我们一起说：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
的万物之上。

B．创造世界
每个孩子发七张圆形卡纸，复
习上帝的六日创造。请孩子们在圆
形卡纸上，画出每一天的主要受造
之物。在最后一张圆形卡纸上，写

你需要：
□给每个孩子
的花
□小卡片
□记号笔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
的万物之上。

结束
大家围成一个圆圈，说：让我
们在结束时，一起感谢上帝所造美

你需要：
□每个孩子七
张圆形卡纸
□记号笔或彩
色铅笔
□每个孩子一
个卡片扣
( 活页扣环）
□打孔机

妙的一切。由我开始，照着圆圈轮
流下去。轮到你时，请说出你所要
感谢上帝的事项。

上今天的主题信息。每张卡纸的顶
端打一个洞，按次序将卡纸用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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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第一课·学生本

一个全新的世界

和年岁。并要在天空发光，普照大地。”

经文

阳，白天照耀大地；亮度较弱的是月亮，

创1:1-25

在晚上发光。上帝也造了星星，上帝看着

参考资料《先祖与先知》第13、14页

存心节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1:1

上帝造了两个大的发光体。比较亮的是太

太阳、月亮和星星，觉得非常美好。这是
创造的第四天。
上帝说：“海与河里要充满生物，要有

主题信息

雀鸟在天空中飞翔，让它们的歌声充满苍

上帝的爱显明在祂创造的万物之上。

穹。”上帝看水中生活的一切生物，和天

你是否曾经身处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

空中的所有飞鸟，说：“太好了。”上帝

到处没有一点亮光呢？那正是上帝创

赐福给这一切，说：“要繁衍众多，充满

造世界时，一切刚开始的模样。

江河湖海和天空。”这是创造的第五天。

上帝看着黑暗又漫水的空间，心想，该

上帝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

是实行祂对地球计划的时候了。于是，上

地上的爬虫，和野兽，要各从其类。”上

帝说：“要有光。”突然间，就有了明亮的

帝看着它们，觉得非常美好。上帝又说：

光。上帝将光和暗分开，祂称光明为白天，

“照着我们的形像，按我们的样式造人，

称黑暗为晚上。这就是创造的第一天。

使他们治理全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

上帝看着水，说：“要把水
分开。”水就分开了，形成天与

鸟、地上的牲畜，并地上爬行的一
切昆虫。”
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

地。这是创造的第二天。
上帝看着周围，一片水茫茫

赐福给他们，说：“要生养众

的世界，说：“让天下的水聚在

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

一处，使旱地露出来。”当祂一

将全地一切结种子的蔬菜和树

说，事情就这样成了。上帝把

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

水聚集的地方叫做“海”，把

作食物，也将青草赐给所有的生

旱地叫做“陆地”。上帝看着地

物作食物。”上帝看着祂所创造

和海，都非常美好。

的一切，觉得非常美好。这是创

接着，上帝说：“地上要长出青草、

造的第六天。

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

上帝在六天之内创造了这个世界。当上

果子都包着核。”上帝看着青草、蔬菜和树

帝造成这美好的世界后，就将它赐给亚当

木，觉得非常美好。这是创造的第三天。

和夏娃，供他们享用。上帝今天依旧乐意

上帝抬头看天空，说：“天上要有光

赐给我们美好的礼物。当我们看到美丽的

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

大自然时，请别忘了感谢上帝，因为直到
如今，祂仍将这些美好的礼物赐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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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安息日
• 如果有可能，跟家人一起散步，欣赏上
帝所创造的事物。你能找到几种不同的
树木？
• 请每个家人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种动物
／植物，用简洁的语言描述，让其他人
猜猜这种动物／植物的名字。然后说明
自己喜欢它的理由。
• 为大自然中的美丽事物而感谢上帝。

星期天
• 在家庭崇拜时，一起阅读并讨论创1:15。你可以在家中找到几个不同种类的光
源？
• 在你居住的地方，日出及日落的时间分
别是几点钟？
• 在一个黑暗的房间独坐几分钟，感觉如
何？为光明及黑暗感谢上帝。

星期一
• 在今天的崇拜时间中，阅读并讨论创
1:6-8。想出三个与水有关的圣经故事，
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听。
• 装一盆水，用你的双手捧水，你的手能
捧多少水？请记住，你每天应该饮用6-8
杯的水以保持健康。所以，现在就去喝
一杯水。
• 写出水的三种形态：
、
、
。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是什么湖？
• 看看天空，画出你在天空中看到的云
彩、小鸟或飞机。为美丽的天空感谢上
帝。

星期二
• 在今天的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创
1:9-13。
• 你可以找到几种不同的种子？将它们粘
在一张纸上，安息日时将它们带去教会

安息日学。
• 在桌上放一片叶子，叶子上盖一张纸，
用一支蜡笔在纸上涂画。会出现什么情
况？
• 询问你的家人，了解他们最喜欢吃的蔬
菜是什么。与大家分享调查的结果。为
所有美好的植物感谢上帝。

星期三
• 在今天的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创
1:14-19。行星和恒星有什么区别？（请
查字典。）
• 列举太阳系中所有行星的名字（请查百
科全书）。画出那些行星的形状，粘上
不同长度的线。把这些线绑在一个衣架
上，再将衣架挂在可以欣赏到的地方。
• 在新旧约圣经中，各找出一个有提到星
星的故事。为太阳、月亮和星星感谢上
帝。

星期四
• 与家人一起阅读并讨论创1:20-23。
• 画一条鱼。圣经故事中，谁被一条大鱼
吞进肚子里？请复述这个故事。
• 放一些面包屑在屋外喂鸟，看看会有多
少种不同的鸟来吃？
• 走到屋外，立定不动。你能听到什么鸟
在唱歌吗？鸟儿在用它们的歌声赞美上
帝呢。唱一首提到飞鸟的赞美诗，为鸟
儿和鱼感谢上帝。

星期五
• 在今晚的家庭崇拜中，阅读创第一章。
家人们围成一圈扔皮球，每扔一次球，
讲述上帝创造世界的一天，请他们说出
那天被造的一样事物。
• 用一点水和一些粘土，捏成一个人形，
摆在窗前晾干。
• 感谢上帝，祂创造了你的家庭，将所有
美好的礼物赐给你们。
星期一的答案：液体、冰块、水蒸汽。鄱阳湖

亲子时间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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