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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致读者

这本书可以帮助你阅读和理解旧约中的一些故事。这些

故事是从一本神圣书籍中选取的。当你阅读这些故事的

时候，请记住他们是生活在古时候的活生生的人。

反复阅读直到你很熟悉这些故事。你可能还想在圣经中

阅读这些故事。在每个图片下方，你能看到在圣经的哪

个部分你能找到这些故事。让你的爸爸、妈妈、老师或

朋友帮助你。

如果你不认识某个字，在本书“名词解释”中查找。如

果你不认识某个人名或地名，在本书中的“人名录”

或“地名录”中查找。

致父母和教师

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讲解经文。“名词录”、“人名录”

和“地名录”，以及地图可以帮助你讲解本书中字词的

含义，帮你找到旧约中的人和地方。

当你教导的时候，分享你对圣经的见证。鼓励你所教导

的人虔诚地寻求他们自己的见证。当你给他们朗读他们

最喜欢的圣经故事时，他们的理解力会得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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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生活在天上。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以前和他一起生

活在天上。我们和他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教给我们

许多事情。 马太福音 6﹕9﹔ 教约 93﹕29

旧约前

第一章

在天上时，我们没有血肉的身体。我们有灵的身体。我们的灵体和我们现在的肉体看起来一样。我们是神的灵体子

女。 希伯来书 12﹕9﹔ 教约 77﹕2﹔ 亚伯拉罕书 3﹕22



7

一天，天父对他所有的孩子讲话，说他要给我们创造一

个地球。他说我们要到地球上去。他说我们必须到那里

获得血肉的身体。

亚伯拉罕书 3﹕23-24﹔ 希伯来书 2﹕14

神拣选一些灵在地球上帮助他，他们都是正义的。他知

道他们会遵守他的诫命，他们会成为先知和领袖。

亚伯拉罕书 3﹕23

神说我们会在地球上经受考验。我们应当遵守他的诫

命，但神不会强迫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有权选择。

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会回到天上与神同住。

亚伯拉罕书 3﹕26﹔ 教约 29﹕36-39

神说他的一个儿子会拯救地球上的人。他会到地球并为

我们所有的人而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说他会到地

球上来并为我们而死。他会遵守神的诫命。

阿尔玛书 22﹕13﹔ 亚伯拉罕书 3﹕27﹔ 摩西书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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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神的另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路西弗，开口

了。 他说他要到地球去，但他想要神的权力。神选择了

耶稣基督，路西弗很生气。

摩西书 4﹕1﹔ 教约 29﹕36﹔ 亚伯拉罕书 3﹕28

许多灵跟随路西弗。路西弗和这些灵不服从神。

教约 29﹕36-37

路西弗对神的孩子讲话，他想让他们服从他。他说他会

强迫我们成为好的，我们不能选择而且他说他会把我们

所有的人带回天上。 摩西书 4﹕1, 3

神非常伤心，他把路西弗和跟随他的灵从天上赶出去。

他们不能拥有血肉的身体，他们不能再回到天上去。路

西弗会带领他们，他的名字就是撒旦或者魔鬼。

教约 76﹕25-27﹔ 教约 29﹕37﹔ 启示录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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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一天比我们现在的一天长得多。第一天耶稣创造

了光，他称作昼；

创造地球的时候到了，天父拣选耶稣基督来做这件事。

他告诉耶稣如何创造地球。耶稣用了六天时间创造地

球。

他创造了黑暗，他称作夜。

尼腓三书 9﹕15﹔ 创世记 1﹕7-26﹔ 彼得后书 3﹕8

耶稣创造地球

第二章



10

第二天耶稣把水分开。有的水在地上，有的水在空中的云里。 创世记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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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耶稣创造了陆地。他使草和树生长，他让所有的植物生长。 创世记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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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耶稣创造了太阳，他创造了月亮和星星。 创世记 1﹕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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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天，耶稣把鱼放到水里，他还造了飞禽。第六天，耶稣创造了所有其他的动物。他造了牛、马和狗；他造了

鹿、狮子和老虎。 创世记 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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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耶稣造了一个人，他是地球上的第一个男人，他的

名字叫亚当。亚当长得像神和耶稣。亚当生活在一个美

丽的花园里，这个园子叫伊甸园。

创世记 1﹕26-31﹔ 2﹕7-8

神和耶稣叫亚当和夏娃照顾伊甸园，并告诉他们要生育

子女。 创世记 1﹕28

亚当孤身一人生活在园中，因此神和耶稣造了个女人。

她的名字叫夏娃，她是亚当的妻子。

创世记 2﹕20-25﹔ 3﹕20

神和耶稣看他们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甚好。第七天神和

耶稣安息了。 创世记 1﹕31﹔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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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善恶树。如果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们就

能分辨善和恶，他们就得离开伊甸园。如果他们不吃，

他们就可以一直生活在伊甸园里。神说他们可以选择。

摩西书 3﹕17﹔

亚当和夏娃生活在伊甸园。神和耶稣来到伊甸园对他们

讲话。伊甸园中有许多树。神说园中所有树的果子他们

都可以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他们不能吃。

创世记 3﹕8﹔ 2﹕16-17

一天，撒旦，也就是魔鬼，来到伊甸园。他告诉夏娃

说，她应该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夏娃对他说，神告诉过

她和亚当不要吃善恶树上的果子。

创世记 3﹕1-3

亚当和夏娃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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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旦说那果子非常好，他告诉夏娃那果子会使她有智

慧，她能分辨善恶。夏娃选择吃树上的果子。

创世记 3﹕4-6

神来看亚当和夏娃。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很害

怕，他们跑开并躲了起来。 创世记 3﹕8

夏娃告诉亚当她吃了树上的果子。她不得不离开伊甸

园。她给了亚当几个果子。亚当也吃了。

创世记 3﹕6-7

神对亚当和夏娃讲话，他问他们是否吃了善恶树上的果

子。他们说是撒旦让他们吃的，所以他们吃了。

创世记 3﹕9-13



17

神告诉亚当和夏娃必须离开伊甸园，他们不能再生活在那里。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 创世记 3﹕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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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夏娃辛苦劳动以获得食物。他们一天天老了，他

们知道有一天他们会死去。

创世记 3﹕16, 19﹔ 摩西书 5﹕1

神赐给亚当和夏娃诫命，他说他们要向他祷告。神要亚

当向他献祭。为了献祭，亚当杀了只动物。他在石制的

祭坛上焚烧那只动物。

摩西书 5﹕4-5

亚当和夏娃知道善恶。他们有了孩子。他们有时快乐，

有时悲伤。

创世记 4﹕1﹔ 摩西书 5﹕2, 11

一个天使来见亚当。他说，有一天耶稣会为了我们牺牲

自己的生命。这是他给我们的礼物。献祭让亚当和夏娃

记起耶稣的牺牲。

摩西书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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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和夏娃还有个儿子，名叫亚伯。亚伯是放羊的。他

遵守神的诫命。

创世记 4﹕2-4

亚当和夏娃有许多孩子，他们有一个叫该隐的儿子，他

靠种田为生。该隐爱撒旦胜过爱神。

创世记 4﹕1-2﹔ 5﹕4﹔ 摩西书 5﹕16-18

该隐邪恶，他对神和亚伯很生气。一天，该隐和亚伯在

田里，撒旦叫该隐杀死亚伯，该隐就杀了他的兄弟亚

伯。

创世记 4﹕5-8

亚当和他的家庭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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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知道该隐杀死了亚伯。他问该隐亚伯在哪里。该隐就

撒谎，回答说不知道。

神说他知道该隐所做的。该隐说是撒旦叫他杀亚伯的。

神说该隐会因为杀死自己的兄弟而受到惩罚。

创世记 4﹕9-12﹔ 摩西书 5﹕34-38

该隐不能再和神在一起。该隐和他的妻子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该隐的几个兄弟和他们一起去了。

创世记 4﹕16﹔ 摩西书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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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特是亚当和夏娃的一个儿子。塞特是个好人，他教导

他的孩子爱神，他教他们读和写。他们拥有圣职，圣职

是神的权力。

创世记 4﹕25-26﹔ 摩西书 6﹕2-7

该隐和他的兄弟都有很多家人。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

他们变得非常邪恶。

创世记 4﹕17-24﹔ 摩西书 5﹕42-55

很多年过去了。很多人生活在地上。撒旦叫他们做邪恶的事情。多数人跟随撒旦。神对他们很生气。

创世记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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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的大多数人都很邪恶，他们不相信神。神对他们很

生气。

摩西书 6﹕27-28

以诺是个先知，他是个正义的人。他被圣灵充满，圣灵

帮助以诺。

摩西书 6﹕21, 23, 26, 38

神对以诺讲话，神说他会祝福以诺，他会赐给以诺力量

去教导人。以诺应该教导人们悔改。他们应该遵守神的

诫命。

摩西书 6﹕27-34

以诺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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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诺在很多地方教导人。他告诉人们，他们很邪恶。他

们应当悔改。如果他们不悔改，神会惩罚他们。以诺用

神的力量讲话，人们很害怕。

摩西书 6﹕27-29, 37-39﹔ 摩西书 7﹕13

一些人悔改了，变得正义。神叫以诺为他们施洗。神祝

福那些正义的人。

摩西书 7﹕11, 17

以诺说耶稣基督会到地上来，他会为人的罪而受苦。如

果他们正义并且受洗，他们就可以重新到天上生活。

摩西书 6﹕57-59

以诺带领正义的人们。以诺建造了一座城市，称作锡

安。正义的人们在锡安生活。

摩西书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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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诺看到异象。神让他看到所有生活在地上的人。以诺

看到他城里的人去了天上。

摩西书 7﹕21

邪恶的人留在地上。神说，他会让洪水来到地上。邪恶

的人会死于洪水。只有挪亚和他的家人会 活下来。

摩西书 7﹕28,32-36,43

以诺看到了会在地上发生的每件事，他看到耶稣基督死

在十字架上，接着他又看到耶稣升上天去。

摩西书 7﹕45,55-57, 59

以诺看到耶稣在末日回到地上，接着那些邪恶的人会受

苦，正义的人得到祝福。在异象中以诺看到了所有这些

事情。

摩西书 7﹕6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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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到过锡安城很多次，后来神把以诺和所有在锡安城的人接到天上。 摩西书 7﹕68-69﹔ 创世记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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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的邪恶，神很忧伤。 

创世记 6﹕6

很多年过去了，地上的大多数人都很邪恶，但是挪亚和

他的三个儿子很正义。他们遵守神的诫命。挪亚拥有圣

职。

创世记 6﹕5, 9-10﹔ 摩西书 8﹕13, 19, 27

神叫挪亚告诉人们悔改，他会降洪水到地上来。

摩西书 8﹕19﹔ 创世记 6﹕17

挪亚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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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叫人们悔改，他叫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叫他们接受洗礼，然后圣灵就会帮助他们。邪恶的人们根本不听挪亚

的话，他们拒绝悔改，他们还想杀死挪亚。 摩西书 8﹕20, 23-2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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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地上所有邪恶的人会死于洪水，多数动物也会死，

但挪亚和他的家人不会死。

创世记 6﹕17-21

挪亚和他的儿子在方舟中装上食物。每种动物都有一对

来到挪亚那里。神告诉挪亚把它们带到方舟里。

创世记 6﹕21-22﹔ 7﹕8-9

神叫挪亚建造一艘大船，船的名字叫方舟。挪亚和他的

儿子听从神的话，他们造了方舟。方舟有许多房间，方

舟的侧面还有一个窗子和一扇门。

创世记 6﹕14-16, 22

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天开始下雨，雨下了四十昼

夜，大水覆盖了地球。那些邪恶的人死在洪水中。

创世记 7﹕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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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亚带领他的家人和动物走出方舟。

创世记 8﹕18-19

最后雨停了，大水在地上停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水

退去。方舟停靠在一个高山上。陆地又变干了。

创世记 8﹕2-5, 14

挪亚一家在方舟中很安全。神祝福他们。

创世记 7﹕23﹔ 8﹕1

挪亚感谢神救了他们的命。他筑了一座坛，向神献上燔

祭。神向挪亚许诺不会再让洪水淹没大地。神把彩虹挂

在天空上，彩虹帮助人记起神对挪亚的承诺

创世记 8﹕20-22﹔ 9﹕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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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想造一座高塔，他们想爬上高塔到天上去。这座

塔名叫巴别塔。

创世记 11﹕4, 9

洪水过后，挪亚的儿子们生了许多孩子，孩子们长大后

都有了家庭，地上又有了很多人，其中的一些人造了一

座城。

创世记 10﹔ 11﹕4

人不能通过爬高塔到天上去，人必须靠遵守神的诫命才

能到天上去。神看到人建造高塔。

创世记 11﹕5

巴别塔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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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再无法一起工作，他们无法完成塔的建造。他们离

开了这座城市。

创世记 11﹕9

神不想让人造这座塔，他变乱了他们的语言。一个人讲的话，其他人听不懂。这些人无法相互交谈。

创世记 11﹕7

雅列和他哥哥住在塔的附近。他们都是义人。他们爱

神，听神的话。

以帖书 1﹕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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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列的哥哥向神祷告，他请求神不要改变他们的语言。

他们想和他们的家人讲话。

以帖书 1﹕35-37

这些人叫雅列人。他们到了美洲。《摩尔门经》讲述了雅列人的故事。 以帖书

神祝福他们，他让他们继续使用他们的语言。

以帖书 1﹕3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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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他们没有孩子。

创世记 11﹕29-30

亚伯拉罕是个义人，他住在吾珥城。

亚伯拉罕书 1﹕1-2﹔ 2﹕1﹔ 创世记 11﹕31

其他住在吾珥的人向偶像祷告，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

杀了一些正义的人，他们还想杀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书 1﹕5, 7, 11-12

亚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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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祷告。神说，他会祝福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

神会把饥荒降给那些邪恶的人。他们将会没有食物吃。

亚伯拉罕书 1﹕15, 29

神使饥荒降临，使那个地方没有食物。

亚伯拉罕书 2﹕21

神叫亚伯拉罕和撒拉离开吾珥。他会带领他们到应许地

去。他们听从神的话。

亚伯拉罕书 2﹕3-6

亚伯拉罕和撒拉一起出行，去找食物。有食物在埃及

地。

亚伯拉罕书 2﹕21﹔ 创世记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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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和撒拉到了埃及。埃及的国王喜欢他们，他给

了他们很多礼物和牲畜。他们变得富有。

创世记 12﹕15-16﹔ 13﹕2

最后他们来到了应许地。神叫亚伯拉罕观看那地，神把

那地赐给了他。

创世记 13﹕14, 17

后来亚伯拉罕和撒拉离开了埃及，他们带走了他们的牲

畜。他们旅行了很长时间。

创世记 13﹕1-3

许多年过去了，当地有了战争。亚伯拉罕带领他的仆人

作战。他们赢得了战争。

创世记 14﹕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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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亚伯拉罕遇到了麦基洗德。麦基洗德是个仁义的

国王，他拥有圣职，他祝福亚伯拉罕。

创世记 14﹕18-19

神说亚伯拉罕会有个大家庭，他的家庭会拥有圣职。他

的家庭可以拥有应许地。

创世记 17﹕4-8

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缴付什一奉献。

创世记 14﹕20

亚伯拉罕和撒拉很忧伤，因为他们没有孩子。

创世记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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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神说亚伯拉罕和撒拉会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以撒，他会侍奉神并遵守他的诫命。撒拉九十岁，她太老了，

不可能再生孩子，但是神说撒拉会有孩子。

创世记 17﹕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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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想知道亚伯拉罕是否会听他的话。神叫他在山上用以

撒来献祭。

创世记 22﹕1-2

撒拉生了个孩子名叫以撒。

创世记 21﹕1-3

亚伯拉罕非常爱他的儿子。他不想用以撒来献祭。但是

亚伯拉罕想听神的话。

创世记 22﹕2-3

亚伯拉罕和献祭以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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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叫亚伯拉罕到山上去。他带上以撒还有两个仆人。亚

伯拉罕和以撒骑着驴，他们走了三天。

创世记 22﹕3-4

以撒问献祭的羊羔在哪里，亚伯拉罕告诉他不用担心。

创世记 22﹕7-8

两个仆人和驴待在一起。亚伯拉罕和以撒向山上走去。

亚伯拉罕带了一把刀。以撒带了一些木柴。

创世记 22﹕5-6

亚伯拉罕筑了一座祭坛，他把木柴放在坛上

创世记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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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捆绑以撒把他放在坛上。亚伯拉罕举着刀，准备献上他的儿子，但是一个天使对亚伯拉罕讲话，他告诉亚

伯拉罕不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神爱亚伯拉罕。

创世记 2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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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环顾四周。他看到一只公羊在树丛中。神已经

预备了那只公羊给他作献祭。亚伯拉罕在祭坛上献上公

羊。

创世记 22﹕ 13

亚伯拉罕和以撒回到家中。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他愿

意让他的儿子死。

创世记 22﹕16, 19

神对亚伯拉罕的服从很满意，神说他会祝福亚伯拉罕一

家。

创世记 22﹕16-18

亚伯拉罕所做的就像天父所做的一样。天父愿意让他的

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天父和亚伯拉罕都爱他

们的儿子。耶稣和以撒都爱他们的父亲，听父亲的话。

《摩尔门经》雅各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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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回答他们的祷告。利百加生了两个男孩，一个叫以

扫，一个叫雅各。以扫先出生。

创世记 25﹕22-26

以撒长大成人，他娶利百加为妻。他们想要孩子，他们

求神赐给他们孩子。 

创世记 25﹕20-21

那个年代父亲会给长子一个祝福，叫长子祝福。以扫长

大的时候应该获得这个祝福。

创世记 25﹕25, 31

雅各和以扫

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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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扫喜欢打猎，雅各喜欢待在家里。

创世记 25﹕27

一天，以扫到家的时候，感到很饿。雅各已经做好了

汤。

创世记 25﹕29

以扫让雅各给他一些汤喝，雅各说可以，但以扫得给他一些东西，他得让雅各拥有他的长子祝福。

创世记 25﹕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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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扫很饿，他不在乎那个祝福，他说雅各可以拥有它，

雅各就给他汤喝。

以撒老了，他给雅各祝福，那就是长子的祝福。以撒说

雅各会成为一个伟人，他会成为以扫和许多其他人的领

袖。创世记 25﹕32-34

创世记 27﹕1-29

以扫因为没有获得长子祝福而忧伤。以扫对雅各很生气，他恨雅各。

创世记 27﹕3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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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撒对雅各讲话，他说他不能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雅

各应该到另外的地方去，他会在那里找到一个女孩结

婚。

创世记 28﹕1-2

雅各起程上路。 一天夜里耶稣基督来找雅各。耶稣说雅各会有很多孩

子，雅各的家庭会拥有整个迦南地，迦南就是应许地。创世记 28﹕5

创世记 28﹕12-15

雅各和他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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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答应听神的话，他答应缴付什一奉献。 一天雅各路过一口井，他看到很多羊。他遇到一个叫拉

结的姑娘，他帮她给羊喝水。创世记 28﹕20-22

创世记 29﹕1-2, 10

雅各见到了拉结的父亲，他的名字叫拉班。他 很高兴见

到雅各。雅各说他想娶拉结。拉班说雅各可以娶拉结，

但是雅各得给他做工。

雅各为拉班做了七年工，他努力工作，但是拉班却把利

亚给他为妻。利亚是拉结的姐姐。

创世记 29﹕13-14, 18-20

创世记 29﹕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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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班同意了雅各娶拉结，但雅各必须再为他做七年工。 雅各生了很多孩子。他变得很富有，他有许多牲畜。

创世记 29﹕26-28 创世记 30﹕1-24, 43

雅各为拉班做了很多年的工，后来耶稣告诉雅各要回到他自己的土地上去，他就带着他的家人和牲畜离开了拉班的

家。他们赶往应许地。

创世记 31﹕3, 17-18,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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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耶稣基督来了。雅各请耶稣为他祝福，耶稣祝福了雅各，耶稣说雅各要有个新名字，他的名字要叫以色列。以

色列会拥有圣职。

创世记 32﹕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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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以扫。雅各认为以扫还在恨

他，雅各向以扫鞠躬。

但是以扫不再恨雅各了。他和雅各相互拥抱，他们彼此

相爱。

创世记 33﹕1-3 创世记 33﹕4-15

雅各有十二个儿子，他们被称作以色列的十二个儿子。

每个儿子和他的家人被称作一个支派。以色列的家庭成

为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他们被称作以色列人。

雅各和他的家人继续赶往迦南。以扫和他的家人赶往另

外一个地方。

创世记 33﹕16-20

创世记 35﹕22﹔ 49﹕1-28﹔ 出埃及记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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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是雅各的一个儿子，他十七岁。

雅各一家生活在迦南地。那是应许地。

雅各爱约瑟胜过爱其他的儿子，这使其他的儿子很生

气。雅各为约瑟做了一件漂亮的衣服，衣服有很多颜

色。

创世记 37﹕2

创世记 37﹕1

创世记 37﹕3-4

约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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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的哥哥们看护牲畜，他们带牲畜到很远的地方找吃

的。

约瑟做了两个梦，他把梦讲给他的哥哥们听。梦的意思是他会成为他哥哥们的领袖。

创世记 37﹕5-10

约瑟的哥哥不想让他成为他们的领袖。他们都恨他。

创世记 37﹕8, 11

创世记 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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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哥哥不想杀死约瑟。他说他们应该把他扔到一个地洞里。他们拿走了约瑟的衣服。他们把他扔到地洞里。

一天雅各叫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雅各想知道他们是否

都好。

约瑟出去找他的哥哥们。他们看到他过来，他们想杀死

约瑟。

创世记 37﹕13-14 创世记 37﹕18-20

创世记 37﹕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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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大哭。他忧伤了很长一段时间，他非常爱约瑟。他

认为约瑟已经死了。

一些人骑着骆驼过来了。约瑟的哥哥们把他从地洞中带

出来，他们把他卖给了骑骆驼的，这些人把约瑟带到了

埃及。

哥哥们杀了只山羊。他们有山羊的血涂在约瑟的衣服

上，他们带着这件衣服去见他们的父亲。

创世记 37﹕25-28

创世记 37﹕31-32

雅各看到约瑟衣服上的血，他认为是野兽杀害了约瑟。

创世记 37﹕33

创世记 37﹕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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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提乏是埃及国王的一个士兵。波提乏叫约瑟作他的仆

人。神帮助约瑟，让他的工作十分出色。

那些买约瑟的人带他来到了埃及。他们把他卖给了一个

叫波提乏的人。

波提乏看到神帮助约瑟。波提乏喜欢约瑟，也相信他。

他让约瑟管理所有其他的仆人。约瑟负责照管波提乏所

有的一切。创世记 39﹕1-3

创世记 37﹕36

创世记 39﹕3-6

约瑟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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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提乏很生气，他把约瑟投入了监狱。

波提乏的妻子也喜欢约瑟，他想让约瑟和她亲嘴。约瑟

知道这样做不对。

约瑟从她那里跑开。

创世记 39﹕7-9

创世记 39﹕11-12

波提乏的妻子生气了，他对波提乏说约瑟的谎话，他说

约瑟企图和她亲嘴。波提乏信了他妻子的话。

创世记 39﹕16-20

创世记 39﹕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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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两个仆人和约瑟被关在了一起。他们告诉约瑟他们夜里做的梦，约瑟告诉他们梦的含义。一个大臣被杀，另

外一个出了狱。约瑟在监狱待了两年。

创世记 40﹔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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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后饥荒来了，土地颗粒无收。人们到约瑟那里买粮

食，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吃的了。他们很高兴听了约瑟

的话。

埃及国王做了几个梦。他不明白梦的含义，没有人能替

国王解梦。那个国王的仆人想起了约瑟，他向国王讲了

约瑟的事情，他说约瑟能给国王解梦。

国王派人找来约瑟。约瑟说，是神告诉他国王梦的含

义。约瑟说埃及会有七个丰收年，接着会有饥荒，有七

年不长吃的。约瑟说人们必须储藏粮食，这样饥荒来的

时候才会有吃的。创世记 41﹕1-13

创世记 41﹕14-36

国王相信约瑟的话，他让约瑟做人民的领袖。人们按约

瑟说的去做，他们储藏了七年的粮食。

创世记 41﹕37-49

创世记 41﹕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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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看到了他的哥哥们，他们没有认出他来。约瑟没有

告诉他们他是他们的兄弟。约瑟告诉他们带他们所有的

兄弟到埃及来。他们买到了粮食回家了。

其他地方也有饥荒。人们听说埃及有吃的，他们都到埃

及去买粮食。雅各叫他最大的几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

食。

粮食吃光了，他们又回到埃及。约瑟带他们到他的家

中。

创世记 42﹕7, 19-20

创世记 41﹕57﹔ 42﹕1-4

创世记 43﹕15-16

约瑟的哥哥在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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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和他的儿子们带领全家来到埃及。他们被称作以色

列人。埃及国王给以色列人土地和牲畜，他们很高兴来

到埃及。

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他是谁。他们很害怕，因为是他们

卖掉他的。

约瑟说他们不用害怕，是神派他到埃及使他们免于饥

荒。他叫他们告诉父亲他还活着。约瑟说雅各所有的家

人都要到埃及来，他会看顾他们。创世记 45﹕3

创世记 45﹕4-13

哥哥们很高兴。他们回到家中，他们告诉雅各约瑟还活

著，雅各很高兴。

创世记 45﹕24-28

创世记 46﹕5-7﹔ 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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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临死前，他祝福了他所有的儿子。

创世记 49﹕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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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王让以色列人成为奴隶。埃及人让他们做苦工，

对他们很苛刻。

约瑟和埃及国王都死了，很多年过去了，以色列人在埃

及生活了很久。他们有了许多孩子。一个埃及国王不喜

欢以色列人，他认为他们的人数太多了，他担心他们会

夺走他的土地。

国王说，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孩都得杀掉。他派人去杀孩

子。

出埃及记 1﹕11-14

出埃及记 1﹕6-10

出埃及记 1﹕22

婴儿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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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国王有个女儿。她来到河边，她看到了篮子，把它打开。孩子开始哭了起来，国王的女儿可怜这个孩子，她想

带他回家，她想找个人照顾这个孩子，她想作孩子的妈妈。

一个以色列母亲害怕他们会找到她的孩子，她把他藏了三个月，后来她把孩子放到一个篮子里，她把篮子放在河边

的草丛中。孩子的姐姐，米利暗，站在附近看着孩子。

出埃及记 2﹕1-4

出埃及记 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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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暗来找国王的女儿，米利暗说她能帮孩子找个以色列保姆照顾他。她跑去找她的母亲，她母亲就来照顾这个孩

子。

出埃及记 2﹕7-9

他们带孩子到国王的家。国王的女儿给他取名摩西。摩西在国王的家中长大。

出埃及记 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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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摩西看到一个埃及人殴打一个以色列人，他很生

气，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

摩西长大成人。他的人民，以色列人，是埃及的奴隶。

摩西看到他的人民做工很苦，他替他们忧伤。

埃及国王听说摩西杀了埃及人，他说他要处死摩西，摩

西害怕了。他逃出埃及到了另一个地方。他在那里待了

很多年。出埃及记 2﹕11-12

出埃及记 2﹕11

出埃及记 2﹕15-23

先知摩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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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摩西到一座山上去。他看到火烧着了荆棘，可是荆棘却没有烧毁，真是个奇迹。这奇迹向摩西显明了神的大

能。摩西向荆棘走去，耶稣基督在荆棘中对摩西讲话。耶稣知道以色列人不快乐，他不想让他们作奴隶，所以他要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到应许地去。可是摩西认为他带领不了以色列人，耶稣说亚伦会帮助他。亚伦是摩西的

哥哥。

出埃及记 3﹕2-4, 10-22﹔ 4﹕10-17﹔ 尼腓三书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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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再次要求国王让以色列人离去。但是国王不许他们

走。

耶稣说他会帮助摩西和亚伦。耶稣要向埃及国王显示他

的大能，然后国王会让以色列人离去。

摩西是神的先知。摩西和亚伦来见埃及国王，他们请国

王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国王说，他不会让他们离去。

出埃及记 5﹕1-9 出埃及记 6﹕1-6

摩西告诉国王说，耶稣会把河里的水变成血。 耶稣果然

把埃及河里的水变成了血，人不能再喝河里的水了，河

里的鱼也死了。

出埃及记 7﹕14-21

出埃及记 7﹕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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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说耶稣会让埃及的牲畜死亡。他们的牲畜立刻都死

了，但是国王还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去。

耶稣让虱子遍布埃及，可是国王还是不让以色列人离

去。

耶稣派了许多青蛙到埃及，到处都是青蛙，家里到处都

是青蛙，床上也是青蛙。国王说如果青蛙离开，他就让

以色列人离去。耶稣让青蛙死掉，但是国王说的是谎

话，他没有让以色列人离去。

出埃及记 8﹕1-15

出埃及记 8﹕16-19

耶稣让苍蝇遍布埃及人的处所。国王对摩西说，如果苍

蝇离开，他就让以色列人离去。苍蝇没了，但是国王又

在撒谎，他还是不让以色列人离去。

出埃及记 8﹕22-32

出埃及记 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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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让埃及人身上生疮。耶稣降下大冰雹，冰雹打死了

所有待在外面的人。国王说他会让以色列人离去。摩西

祷告，冰雹停了，可是国王还是不让他们走。

耶稣降下蝗虫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蝗虫吃光了所有的水

果和草类。国王还是不让以色列人走。

出埃及记 9﹕8-35

出埃及记 10﹕4-20

耶稣让黑暗降临三天。埃及人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以色

列人的家里却有光。埃及国王还是不让以色列人走。

耶稣告诉摩西，疾病就要降临，埃及人家的长子都会死

去，国王的长子也会死。

出埃及记 10﹕21-27 出埃及记 11﹕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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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告诉摩西如何救以色列人的孩子。他叫每个作父亲

的以色列人都去取一只羊羔，羊羔全身要完好无损。

出埃及记 12﹕3-5

摩西要以色列人杀了羊羔。他们去做了，他们把羊羔的

血涂在门上，疾病会越过门上有血的人家。如果门上没

有血，这家的长子就会死。

以色列人煮了羊羔吃。他们待在家里。

出埃及记 12﹕6-11

出埃及记 12﹕28

逾越节

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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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埃及人家的长子死了。国王的长子也死了。

疾病越过门上有血的人家，以色列人的孩子一个都没

死。耶稣称这为逾越节。他告诉以色列人要纪念逾越

节。他说，他们每年要有逾越节大餐，他们应该纪念是

耶稣救了他们的孩子。

出埃及记 12﹕29-30

出埃及记 12﹕14, 41-42

国王害怕埃及所有的人都会死，他派人去叫摩西和亚

伦，他叫他们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

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摩西带着他们。耶稣告诉摩西往哪

里走。

出埃及记 12﹕30-33 出埃及记 13﹕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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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叫摩西举手伸向大海，一阵大风把海水分开，真是

个奇迹。这奇迹向以色列人显明了神的大能。耶稣挡住

了埃及人。以色列人行走在干地上，埃及人在后面追了

过来。

以色列人到了红海，他们看到埃及军队追了上来。以色

列人害怕了，他们想埃及军队一定会杀掉他们。他们宁

愿回去作奴隶也不愿意被杀死。

国王还想让以色列人作奴隶，他带着军队追赶他们。

出埃及记 14﹕5-9

出埃及记 14﹕10-12

摩西告诉他们不用害怕。他说，耶稣会帮助他们。

出埃及记 14﹕10, 13-14

出埃及记 14﹕16, 19,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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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色列人自由了，他们唱歌跳舞感谢神，他们要永远纪念逾越节，他们要永远记住是耶稣带领他们出了埃及。

以色列人安全地到了对岸。耶稣叫摩西再次举手伸向大海，海水淹没了埃及人，他们全死了。

出埃及记 14﹕26-30

出埃及记 1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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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和以色列人走了三天，他们很渴。他们找到了水，

可水很难喝，不能饮用。

出埃及记 15﹕22-23

耶稣叫摩西在水里放一棵树，那树让水变得甜美。人们

喝了水继续往前走。

他们在旷野中走了很多天。他们食物吃完了，他们很

饿，他们对摩西发怒。耶稣给了他们一些东西吃，他们

称作吗哪。吗哪尝起来像面包和蜂蜜。吗哪每天早上都

会出现在地上。

出埃及记 15﹕24-27

出埃及记 16﹕1-15, 31

旷野中的以色列人

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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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告诉他们每天吃多少捡多少。一些人不听，他们捡

得太多，留到第二天。可是到第二天一早吗哪已经生

虫，发臭，无法食用了。

耶稣说安息日不可以捡吗哪，他们应该在前一天多捡一

些，这样他们就不用在安息日工作了，他们可以守安息

日为圣。吗哪在安息日没有变坏。

出埃及记 16﹕16-21 出埃及记 16﹕22-26

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中前进。又没有水喝了，他们就生

摩西的气。摩西祷告。

耶稣告诉摩西击打岩石。摩西听从耶稣的话，他击打岩

石，水从岩石中流出来。真是个奇迹。这奇迹向人们显

示了神的大能。以色列人喝到了水然后继续往前走。出埃及记 17﹕1-4

出埃及记 1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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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在旷野中走了两个月。他们来到西奈山。

出埃及记 19﹕1

摩西上了山，耶稣基督对他讲话。耶稣基督叫摩西告诉

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蒙受祝福的。耶稣带领他们离开

埃及，他说人们应该服从他的诫命，他会祝福他们。

摩西下了山，他告诉人们耶稣说的话。人们答应去服

从，他们愿意按耶稣说的去做，耶稣会祝福他们。

出埃及记 19﹕3-6﹔ 尼腓三书 15﹕5

出埃及记 19﹕7-8

十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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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想让以色列人听到他的声音。摩西叫他们站在山脚

下，那山叫西奈山。

一朵云飘过来。耶稣在云中。山摇动了。耶稣对人们讲

话。

出埃及记 19﹕1,9-17 出埃及记 19﹕16-25﹔ 20﹕22

耶稣基督告诉人们十诫，耶稣说：

1.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2.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3. 不可妄称神的名。

4.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5. 当孝敬父母。

6. 不可杀人。

7. 不可奸淫。

8. 不可偷盗。

9.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10. 不可贪恋。

出埃及记 20﹕1-17

人们听到耶稣基督讲话，就害怕。他们不想听耶稣对他

们讲话，他们想让他对摩西讲话，摩西可以告诉他们耶

稣说的话。摩西回到西奈山上，耶稣把其他诫命告诉摩

西。

出埃及记 20﹕18-26﹔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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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叫亚伦和亚伦的两个儿子到山上来，他叫七十个长老也到山上来。他们都来到山上，他们看到了耶稣。

出埃及记 2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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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叫摩西走到山的更高处。耶稣用手指把诫命写在石头上，耶稣把诫命交给摩西。

出埃及记 24﹕12﹔31﹕18

摩西离开四十昼夜，他没有吃也没有喝。

出埃及记 24﹕18﹔ 34﹕28﹔ 申命记 9﹕9-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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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奈山的七十位长老中有一位长老叫约书亚，他在那

里等着摩西。亚伦和其他的人下了山。

出埃及记 24﹕14

一些以色列人来找亚伦，他们说摩西离开了很长时间，

他们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们不想再等他了，他们想让

亚伦给他们做个偶像来崇拜，他们不想崇拜神了。

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带着金耳环。亚伦叫他们把金耳环

都给他，他用金子做了个偶像，偶像看起来像头牛。

出埃及记 32﹕1,4

出埃及记 32﹕2-4

金牛

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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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请耶稣记念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耶稣答应他们会

成为一个大家庭。他们会拥有圣职。他们会拥有应许

地。

亚伦在金牛旁造了个坛。一些以色列人在坛上献祭，他们崇拜那个金牛。向金牛献祭是邪恶的。

出埃及记 32﹕5-7

摩西和耶稣一起在西奈山上。耶稣说一些以色列人正在

做邪恶的事，他们忘记了耶稣。耶稣很生气，他说那些

邪恶的以色列人都得死。他说，摩西会被祝福的，因为

他是正义的。

出埃及记 32﹕7-10

出埃及记 32﹕11-13﹔ 亚伯拉罕书 2﹕9﹔  

创世记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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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让正义的以色列人到他那里来，他说他们会受到祝

福，他说邪恶的以色列人都得死。

摩西看到金牛，他看到以色列人在跳舞，有些人还没穿

衣服。摩西非常生气，他把石板扔在地上，石板碎了。

摩西从西奈山上下来，摩西手里拿着两块大石板，耶稣

已经用手指把诫命写在了石板上。

出埃及记 32﹕15-16 出埃及记 32﹕18-19, 25

摩西把金牛扔到火中，他很生亚伦的气。摩西问亚伦，

为什么他帮助以色列人作恶。亚伦说，是以色列人让他

这样做的。

出埃及记 32﹕20-24

出埃及记 3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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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叫摩西再带两块石板到西奈山顶，耶稣再次把诫命写在石板上。摩西把诫命带下来给他的人民。

出埃及记 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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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在西奈山上对摩西讲话。耶稣说，以色列人要建造

会幕。会幕是了解神的地方，耶稣会来会幕。

耶稣向摩西显明会幕的样式，他告诉摩西建造的方法。耶稣还告诉摩西，哪些人应该建造会幕。耶稣祝福他们，他

们的工作很顺利。 出埃及记 24﹕16﹔ 25﹕1-9﹔ 35﹕30-35

会幕

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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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用神告诉他们的方法建造会幕。会幕就像个帐

篷。它有帘做的墙。在墙的里面有一个院落。院落中有

个献祭的坛。

另一间屋子中有一个美丽的大盒子，叫约柜。写有诫命

的石板就装在约柜中。

以色列人听从耶稣的话，他们把金银拿出来造会幕，他

们拿牲畜的皮造屋顶。女人用美丽的布来做墙。

出埃及记 35﹕21-29

出埃及记 36-39

院落中有个小建筑物。它也象个帐篷。它有两间屋子，

其中一间有一个金的祭坛。

出埃及记 36-39 出埃及记 3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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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很高兴以色列人听从神的话。摩西祝福了他的人民。他祝福了会幕。他祝福亚伦和他的儿子，给了他们圣职。

耶稣拣选其他的人帮助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为人民献上燔祭。其他人负责照看会幕。

出埃及记 39﹕32, 42-43﹔ 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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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彩移动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拆下会幕。他们在旷野中

带着会幕。他们跟着那朵云走。

会幕是象圣殿一样神圣的地方。耶稣到那里去。人们去那里了解神，并做他的事工。他们在那里献祭。

教约 124﹕38﹔ 出埃及记 40﹕34﹔ 利末记 1

一天，耶稣让云遮住会幕。夜里，他在会幕上方燃起火

焰。火和云向以色列人显明耶稣在那里。

出埃及记 40﹕34, 38 出埃及记 40﹕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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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降吗哪给他们作食物。他们吃腻了吗哪。他们想吃

肉。耶稣就降鹌鹑给他们吃。

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住了一年。后来那朵云离开会幕。以

色列人跟着那云朵行走在旷野中。祭司扛着约柜走在前

面。耶稣说，他会带领他们到应许地去。

民数记 10﹕11-12, 33-34﹔ 出埃及记 3﹕17

以色列人跟着摩西。他们不喜欢旷野。他们不快乐。他

们后悔离开了埃及。

民数记 10﹕13﹔ 11﹕1-5 民数记 11﹕4-9, 18, 31-33

旷野中的四十年

第二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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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回来了。他们带回来很多种水果。他们说这个地方

很好。可是有些间谍害怕迦南地的人。那里的人高大强

壮。他们住在有围墙的大城里。

耶稣对以色列人很生气。他告诉摩西说，他再不会帮助

他们了。摩西请求神宽恕他们。耶稣宽恕了他们。但他

不让他们进入应许地。他告诉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回到旷

野中去。

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迦南地就是应许地。摩西派十二

个间谍进入迦南地。

民数记 13﹕2-3

民数记 13﹕21-31

以色列人听着间谍的话。以色列人害怕了。他们认为他

们无法占领迦南地。他们就对摩西发怒。他们想回埃及

去。他们对神没有信心。

民数记 14﹕1-4

民数记 14﹕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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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以色列人口渴了。没有水喝。他们告诉摩西，他们

要水喝。

摩西带领人民在旷野中待了四十年。他教导他们神的诫

命。

神说，他们必须在旷野中生活四十年。老一点的以色列

人对神没有信心。他们会在旷野中死去。他们的孩子长

大后会进入应许地。以色列人回到旷野中。

民数记 14﹕24, 29-34﹔ 申命记 2﹕1

民数记 20﹕2-5

耶稣基督告诉摩西如何得到水。摩西用他的杖敲了岩石

两下。水从岩石中流出来。人们有水喝了。

民数记 20﹕6-11 民数记 14﹕33-34﹔ 申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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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一百二十岁的时候，神告诉他到山上去。摩西看到了迦南地。那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方。然后神带着摩西

走了。

申命记 32﹕49-52﹔ 34﹕1-7﹔ 阿尔玛书 45﹕19



91

以色列人准备过约旦河。祭司扛着约柜走向河里。河水

停了。以色列人踏着干地穿过约旦河。耶稣在用帮助摩

的方法帮助约书亚。

耶稣拣选约书亚代替摩西作先知。耶稣告诉约书亚带领

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现在其他的民族住在那里。耶稣

会帮助以色列人取得这块土地。

约书亚记 1﹕1-9

约书亚派间谍穿过河去，来到应许地。间谍回来了。他

们告诉约书亚，住在那里的人都害怕以色列人。以色列

人来到约旦河。

约书亚记 2﹕1-24﹔ 3﹕1 约书亚记 3﹕14-17

约书亚

第二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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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有高高的

城墙围着。耶利哥人关闭城门不让以色列人进来。耶利

哥人认为他们很安全。

约书亚叫祭司扛着约柜走在军队前面。以色列军队绕着

耶利哥城墙，每天走一圈，一共走了六天。

祭司们扛着约柜到了河的对岸。河水又开始流淌。

约书亚记 4﹕17-18

约书亚记 5﹕13﹔ 6﹕1

耶稣派天使去找约书亚。天使告诉约书亚夺得耶利哥的

办法。约书亚听从天使的话。

约书亚记 5﹕13-15﹔ 6﹕1-5 约书亚记 6﹕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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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军队绕城走了七圈。约书亚叫所有的人大喊，他

们就大喊。耶利哥城墙倒塌了。他们占领了耶利哥城。

耶稣帮助了以色列人。

这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土地。神告诉

过约瑟、摩西和约书亚，这里会是以色列的土地。神信

守了他的诺言。

七个祭司吹响号角。其他人都不出声。

约书亚记 6﹕10, 13

约书亚记 6﹕15-16, 20

所有的民族都听说以色列人占领了耶利哥城。他们都很

害怕。他们知道耶稣在帮助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约书亚

带领他的人民从一个城到另一个城。他们占领了所有的

应许地。

约书亚记 6﹕27﹔ 11﹕23

创世记 50﹕24﹔ 申命记 34﹕4﹔ 约书亚记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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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约书亚把土地分成十二份。他分给每个以色列支派

一块土地。人们建造新家、新城市和新农场。

约书亚是个伟大的先知。他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讲话。他

说，神已经祝福了他们。他告诉他们听神的话。约书亚

告诉他们，去选择听谁的话。他说，他和他的家人会听

神的话。大家都回自己家去了。约书亚就死了。

约书亚造坛献上燔祭。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约书亚宣

读耶稣给摩西的诫命。

约书亚记 8﹕30-35 约书亚记 11-23

约书亚老了。他把以色列人的领袖们叫到一起。他告诉

他们说，神已经把土地给了他们。神帮助他们赢得了战

争。如果他们正义，他们就能保有这些土地。如果他们

邪恶，他们就会失去这些土地。

约书亚记 23 约书亚记 2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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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叫拿俄米的妇女住在伯利恒。她和他的丈夫带着全家到一个叫摩押地的地方找吃的。

许多年后有一场饥荒。很长时间没有雨。庄稼无法生

长。人们非常饥饿。

路得记 1﹕1

路得记 1﹕1-2

路得和拿俄米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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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他们一个叫路得,一个叫俄

珥巴。

拿俄米想回伯利恒。她叫路得和俄珥巴回自己的娘家

去。

拿俄米的丈夫死在了那里。拿俄米和她的两个儿子留在

了摩押。

路得记 1﹕3-4 路得记 1﹕4

他们在摩押住了十年。拿俄米的儿子都死在了那儿。

路得记 1﹕4-5

路得记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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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和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路得到田里捡麦穗。她拿

麦穗做面包。

波阿斯看到路得为了养活拿俄米而工作。他对路得很

好。他总是叫她到他的田里。他说神会祝福路得，因为

他善待拿俄米。

俄珥巴回娘家了。路得想和拿俄米一起到伯利恒去。她

爱拿俄米。她想住在拿俄米住的地方。她想永远都和拿

俄米在一起。

路得记 1﹕14-17

路得记 1﹕19-22

一个叫波阿斯的义人住在伯利恒去。他有很多麦田。

路得记 2﹕1

路得记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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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和波阿斯有了儿子。拿俄米帮助路得照顾孩子。孩

子的名字叫俄备得。

许多代以后耶稣在这个家庭出生。

波阿斯娶路得为妻。拿俄米为她感到高兴。

路得记 4﹕13

路得记 4﹕13, 16-17

俄备得长大后生了很多孩子。他的孙子就是大卫王。

路得记 4﹕21-22 马太福音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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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拿请神赐给她一个男孩。她向神许诺会让孩子听神的

话。她会带他到会幕侍奉神。

约书亚死后，神为以色列拣选了新领袖。他们被称作士

师。以利是其中的一个。他也是神的祭司。他负责照顾

会幕。他为人们献燔祭。

撒母耳记上 1﹕3, 9

一天，一个叫哈拿的妇女到会幕祷告。她很悲伤，因为

她没有孩子。

撒母耳记上 1﹕4-6 撒母耳记上 1﹕10-11

撒母耳

第二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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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祝福她。她有了个男孩。她给他取名叫撒母耳。哈拿

把撒母耳照顾得很好。

撒母耳喜欢帮助别人。神喜悦他。到会幕来的人都喜欢

撒母耳。 

以利听到哈拿祷告。他告诉她神会让她有个男孩。哈拿

很高兴。

撒母耳记上 1﹕12-18 撒母耳记上 1﹕19-23

一天，哈拿带撒母耳到以利那里去。她请以利教他做神

的事工。哈拿把撒母耳交给以利就回家了。撒母耳帮助

以利做神的事工。

撒母耳记上 1﹕24-2﹕11

撒母耳记上 2﹕18, 21, 26﹔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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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有两个儿子，他们在会幕帮忙。可是他们不帮助别人。他们做了很多邪恶的事。人们告诉以利，说他的儿子很

邪恶。可是以利还是让他的儿子在会幕工作。

撒母耳记上 2﹕12-17, 22-23

一天，神派了个先知到以利那里。先知告诉以利，神不喜欢他的两个儿子。他们拥有圣职，可是他们不义。他们不

能再保有圣职。神会把圣职交给一个正义的人。先知说，以利的两个儿子会被杀死，以利听了很伤心。

撒母耳记上 2﹕2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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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夜里，以利睡在床上，撒母耳睡在另一个房间。撒母耳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

撒母耳记上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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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听到有人三次呼唤他的名字。每次他都跑到以利

那里，以利每次都叫他回去睡觉。

神告诉撒母耳，以利纵容他的儿子作恶。所以，以利和

他的儿子不能在会幕工作，他们得死。

撒母耳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他跑到以利那里。以利说他

没有叫过他。他叫撒母耳回去睡觉，撒母耳就回去了。

撒母耳记上 3﹕5 撒母耳记上 3﹕6-8

最后，以利告诉撒母耳是神在叫他。以利叫撒母耳回到

他的房间聆听神的话。

撒母耳记上 3﹕9 撒母耳记上 3﹕10-1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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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以利的两个儿子在一次战斗被杀。以利听到这个

消息后也死了。

撒母耳长大了，神与他同在。神拣选撒母耳做新的先知和士师。撒母耳拥有圣职。神临到撒母耳并对他讲话。所有

的人都知道撒母耳是神的先知。

到了早晨，撒母耳告诉以利神对他讲的话。以利知道神

对撒母耳讲话了。

撒母耳记上 3﹕18 撒母耳记上 4﹕17-18

撒母耳记上 3﹕19-21﹔ 7﹕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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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向神祷告。神告诉他按世人的要求去做。神知道

他们想要个国王。他们不想让神带领他们。神让撒母耳

告诉他们，有关国王要做的种种邪恶的事情。

撒母耳是以色列的士师和先知。他到各个城市审判世

人。撒母耳老的时候，他选择他的儿子做士师。他们不

是好士师。

撒母耳记上 7﹕15-17﹔ 8﹕1-3

以色列的长老来找撒母耳。他们说人民不想要士师。他

们想要一位国王。

撒母耳记上 8﹕4-5

撒母耳记上 8﹕6-9 

扫罗王

第二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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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神对撒母耳讲话。神说，第二天会有个年轻人

来。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国王。

撒母耳叫扫罗和他待在一起。撒母耳用油膏抹扫罗。扫

罗就是以色列的国王。

撒母耳听从神的话。他告诉人们，神会让他们有个国

王。但是国王会取走他们的田地和牲畜。他们会把他们

的孩子带去做仆人。总有一天他们会不想再有国王了。

撒母耳记上 18﹕10-18

撒母耳记上 9﹕15-16

第二天，一个年轻人来找撒母耳。他是个正义的以色列

人。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他的名字叫扫罗。

撒母耳记上 9﹕1-2, 17-19 撒母耳记上 9﹕19﹔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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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些邪恶的人来攻打以色列人。扫罗召集所有以

色列的男人出去应战。他带领他们。

扫罗是个伟大的领袖。以色列人赢得了战斗。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欢喜扫罗作他们的国王。神祝福扫罗。他作了

很多年的国王。开始的时候，扫罗是个好国王。

撒母耳召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到一起。他告诉他们，神拣

选扫罗作他们的国王。但是有些人不想让扫罗作他们的

国王。

撒母耳记上 10﹕17-24, 27

撒母耳记上 11﹕1-7

撒母耳记上 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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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扫罗在等撒母耳的到来。撒母耳要来献燔祭。只有撒母耳才是可以向神献燔祭的人。可是他来晚了。扫罗没

有等他来，就自己献了燔祭。扫罗这样做是不对的。

最后撒母耳到了。他对扫罗很生气。扫罗没有听从神的话。撒母耳告诉扫罗，神会另选一个国王。扫罗很忧伤。

撒母耳记上 13﹕8-9

撒母耳记上 13﹕10-14﹔ 15﹕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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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叫耶西和他的儿子来一起献祭。耶西的一个儿子

又高又壮。撒母耳以为他就是要作国王的人。

神告诉撒母耳到伯利恒去。有个叫耶西的人住在那里。

耶西的一个儿子就是下一位国王。

撒母耳记上 16﹕1

撒母耳听从神的话。他到伯利恒。他带了头牛准备向神

献祭。

撒母耳记上 16﹕2-5 撒母耳记上 16﹕5-6 

年轻的大卫

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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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西其他的儿子来见撒母耳。神没有选择其中任何一

个。撒母耳问耶西，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儿子。

大卫正在放羊。

但是神说他没有拣选那个儿子。

撒母耳记上 16﹕7

撒母耳记上 16﹕8-11

耶西说他的小儿子没来。他的名字叫大卫。撒母耳叫耶

西派人去找大卫。

撒母耳记上 16﹕11

撒母耳记上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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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充满了圣灵。大卫被膏为下一任国王。有一天他会成为以色列的国王。

大卫来见撒母耳。大卫是个好孩子。神说他已经拣选大

卫作王。

撒母耳膏抹大卫。他把油倒在大卫头上，并祝福他。

撒母耳记上 16﹕12-13

撒母耳记上 16﹕12

撒母耳记上 1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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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的哥哥们也在以色列军中。耶西派大卫带食物给他

们。

以色列的土地上有一场战争。扫罗王和以色列人在和非

利士人作战。非利士人中有个巨人，名叫歌利亚。他身

材高大，身体强壮。以色列人很怕他。

撒母耳记上 17﹕1-7

歌利亚向以色列人叫阵。他要他们选个人和他交战。没

有人想和这个巨人交战。歌利亚向他们这样喊了四十昼

夜。一个以色列人也不敢出来和他交战。

撒母耳记上 17﹕4-11, 16

撒母耳记上 17﹕13-20

大卫和歌利亚

第二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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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利亚看到大卫很年轻，很生气。他对大卫大喊，嘲笑

他。大卫也向歌利亚大喊。大卫说，神会帮助他杀死歌

利亚。

大卫说他要和巨人交战。他的哥哥们很生气。他们说大

卫该回去放羊。

大卫看到了巨人。他听到歌利亚在叫阵。他看到大家都

害怕歌利亚。

撒母耳记上 17﹕23-24 撒母耳记上 17﹕26-37

大卫知道神会帮助他。他捡了五块石头。他带着投石器

出去迎战歌利亚。

撒母耳记上 17﹕37, 40

撒母耳记上 17﹕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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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利士人看到大卫杀了歌利亚。他们因害怕而四处逃

散。神帮助大卫杀死了巨人。

石头击中了歌利亚的脑袋。歌利亚跌到在地上。歌利亚走上前来和大卫交战。大卫就把石头装入投石

器，向他投去。

撒母耳记上 17﹕49

撒母耳记上 17﹕49

大卫拿起歌利亚的刀，砍下了他的脑袋。

撒母耳记上 17﹕50-51

撒母耳记上 17﹕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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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罗王看到大卫杀了歌利亚。他派人去找大卫。扫罗叫

大卫来住在他的家里。扫罗派大卫作他军队的领袖。

撒母耳记上 17﹕55-57﹔ 18﹕2, 5

神祝福大卫。他的军队为扫罗王赢得了很多战斗。以色列人爱大卫。

撒母耳记上 18﹕6-7

大卫王

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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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听到扫罗王死了。大卫很悲伤。他禁食祷告。

一天晚上，大卫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名叫拨示巴。

她嫁给了一个叫乌利亚的人。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作战。扫罗王和他的儿子们都在其

中。扫罗和他的三个儿子都战死了。

撒母耳记上 31﹕1-6

撒母耳记下 1﹕4, 11-12

大卫成了以色列的王。大卫是个好国王。他爱神，遵守

他的诫命。

撒母耳记下 5﹕1-5, 10-12 撒母耳记下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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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派了个叫拿单的先知对大卫讲话。拿单告诉大卫，神

知道大卫所做的事。神会惩罚大卫。

大卫派乌利亚到前线去。他知道乌利亚会被杀死。乌利

亚死了。大卫让乌利亚被杀是邪恶的。 

乌利亚是个士兵。他在参加战斗。大卫想让乌利亚死，

这样他就可以娶拨示巴为妻。大卫想娶拨示巴的念头是

邪恶的。

撒母耳记下 11﹕6-14

撒母耳记下 11﹕14-17

大卫娶了拨示巴为妻。他们有了个儿子，名叫所罗门。

撒母耳记下 11﹕27﹔ 12﹕24

撒母耳记下 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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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死了，埋在了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

大卫因为他的罪而痛苦。他时常向神祷告。他努力去做

正义的事。他是个好国王。

大卫知道自己的邪恶。他对自己的罪感到内疚。他献

祭。他向神祷告，祈求宽恕。

撒母耳记下 12﹕13-20 撒母耳记下 12

大卫作了很多年的王。他老了。他想让他的儿子所罗门

接替他作王。大卫请先知拿单膏所罗门为王。大卫告诉

所罗门要遵守神的诫命。

列王记上 1﹕1, 30-35﹔ 2﹕1-3, 11

列王记上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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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神帮助他做个好国王。神很高兴所罗门的选择。神想祝福所罗门。神问所罗门他想要什么祝福。所罗门想要智

慧。神很高兴所罗门选择智慧。他告诉所罗门，只要他遵守神的诫命，他就会拥有智慧。

所罗门成了以色列的王。他爱神。

列王记上 2﹕12﹔ 3﹕3

列王记上 3﹕6-15

所罗门王

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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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成了地上最有智慧的人。其他的地方的人也来向他求教。他给他们智慧的答案。国王和女王们也来看他。他

们给他带来美丽的礼物。

需要帮助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来找所罗门王。一天，两个妇女带着一个小男孩来找他。两个妇女说他们住在一个屋

子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个孩子，可是一个孩子死了。现在两个人都想要那个活着的孩子。两个妈妈都说此孩子是自

己的。他们想让所罗门王告诉他们，谁应该拥有那个孩子。

列王记上 4﹕21, 29-34

列王记上 3﹕16-22



121

现在所罗门知道谁是孩子的妈妈了。真妈妈不想让孩子

受到伤害。所罗门把孩子给了她。不久所有的以色列人

都知道了这件事。他们知道，是神使所罗门有智慧。

所罗门想要知道到底谁是孩子的妈妈。他有了个好的办法。他要了一把刀。他叫仆人把孩子割成两半，每个妇女一

半。所罗门并不是真想把孩子割成两半，他是想看看这两个女人会怎么做。他知道，孩子的妈妈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受到伤害。

列王记上 3﹕22-25

一个妈妈告诉所罗门不要把孩子割成两半。他不想让孩

子受到伤害。他爱那个孩子。她说另一个女人可以拥有

孩子。另一个女人告诉所罗门把孩子割成两半。

列王记上 3﹕26 列王记上 3﹕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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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很美丽，有很多房间。墙和屋顶铺满了黄金。窗帘

是由美丽的布匹制成的。金烛台照耀着房间。在一个房

间中有一个金的祭坛。

以色列全地有了和平。神说所罗门王要在耶路撒冷建造

一座圣殿。圣殿是神的家。约柜要放在圣殿中。人们不

用再到会幕去了，因为他们要有一座圣殿。

列王记上 5﹕3-5﹔ 历代志上 28﹕2-3, 6, 10

成千上万的人帮助建造圣殿。圣殿用石头和木头建 成。

人们从很远的地方运来最好的木头。他们为圣殿的墙切

割大石头。

列王记上 5﹕8-18 列王记上 6﹔ 历代志下 4

圣殿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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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祭司来到圣殿。他们唱歌感谢神让他们拥有圣

殿。原来覆盖会幕的云朵充满了圣殿。圣殿是神的家。

建造圣殿花了七年的时间，最后终于完工了。所罗门把

精美的金碗和银碗放在圣殿中。

另一个房间中有个装满水的池子。池子建在十二头牛的

背上。牛是黄铜做的。

列王记上 7﹕23-26﹔ 历代志下 4﹕2-5 列王记上 6﹕38﹔ 7﹕51﹔  

历代志下 5﹕1

祭司把约柜从会幕中取出来，放到圣殿中。那两块写有

诫命的石板放在约柜中。

列王记上 8﹕3-9 列王记上 8﹕10-11﹔ 历代志下 5﹕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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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对所罗门讲话。他说所罗门和以色列人应该正义。这

样他就会永远祝福他们。

所罗门向神献祭。有火从天上降到祭坛上。火烧了祭

品。

所罗门对以色列人讲话。他告诉他们要遵守神的诫命。

所罗门向神祷告。他祈求神宽恕那些悔改了的人。

列王记上 8﹕12, 22, 33-34 列王记上 8﹕62-63﹔  

历代志下 7﹕1-3

人民崇拜神。他们因为圣殿感谢神。

历代志下 7﹕3

列王记上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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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老的时候，他忘记了神。他的妻子们想让他崇拜

偶像。所罗门做了件错事。他向偶像献祭。神很生气。

所罗门做以色列王做了很久。他多年遵守神的诫命。

列王记上 11﹕41-42

所罗门有很多妻子。他的一些妻子不相信神。她们崇拜

偶像。

列王记上 11﹕1-3 列王记上 11﹕4-9

分裂的王国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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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死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分裂了。南方叫作犹

大王国，两个以色列支派住在那里。他们被称作犹太

人。罗波安做王。

北方称作以色列王国。有十个支派住在那里。耶罗波安

做他们的国王。耶罗波安强壮勇敢，可他也不是个好国

王。

神说，所罗门的王国在他死后会分裂。所罗门死了。他

被埋葬在他父亲大卫的旁边。

列王记上 11﹕10-13, 43

列王记上 12﹕1-17

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他不是个好国王。他对人民很

苛刻。

列王记上 12﹕14

列王记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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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象他们的国王一样变得邪恶。

一个先知告诉耶罗波安悔改。但是耶罗波安不悔改。耶罗波安用金子做偶像，并向他们献祭。他叫人民崇拜

偶像。

列王记上 12﹕27-33

列王记上 13﹕1-6, 33-34

耶罗波安和罗波安都有军队。他们彼此征战多年。耶罗

波安和罗波安都是邪恶的国王。他们没有教导人们听从

神的话。

列王记上 14﹕7-10, 16, 21-24﹔  

历代志下 12﹕13-15

列王记上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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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哈王有个叫耶洗别的妻子。她不相信神。他杀了神的

许多先知。耶洗别想杀以利亚。

多年后亚哈做了以色列的王。他和他的人民都很邪恶。

他们崇拜偶像。 

列王记上16﹕29-33

以利亚是神的一个先知。以利亚告诉亚哈和他的人民悔

改。如果他们不悔改，神就会使饥荒降临，没有水，人

们也没有吃的。

列王记上 17﹕1

列王记上 16﹕31﹔ 18﹕13﹔ 19﹕1-2

先知以利亚

第三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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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遇到了那个妇人。她的丈夫死了。她和儿子住在

一起。以利亚向她要水和面包。她说她没有多少了。她

仅有一点面粉和油，刚够给他儿子做面包吃。

紧接着，饥荒来了。河里没有水。以利亚没有水喝，也

没有食物吃。

神告诉以利亚藏起来，好躲避耶洗别。以利亚藏在一条

溪流边。他从河里取水喝。神派鸟给以利亚送吃的。

列王记上 17﹕3-6﹔ 18﹕4 列王记上 17﹕7

神叫以利亚到一个城市去。他会在那里遇到一个妇人。

那个妇人会给他食物和水。

列王记上 17﹕8-9

列王记上 1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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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和这个妇人，还有她的儿子一起吃面包。他和母

女两人住了很多天。神祝福他们。他们总是有面粉和油

做面包吃。

以利亚有圣职。他有神的大能。以利亚祷告。他请求神

让这个男孩复活。

以利亚告诉她，先给他做面包。他说，神会给她更多的

面粉和油。一直到饥荒结束，她都会有吃的。妇人就给

以利亚做面包。

列王记上 17﹕13-15 列王记上 17﹕15-16

一天，妇人的儿子病得厉害，死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列王记上 17﹕17-18

列王记上 17﹕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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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听到以利亚的祷告。奇迹出现了。男孩复活了。以利亚带他到他的妈妈面前。她知道以利亚是神的先知。

列王记上 17﹕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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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对他们说，他们必须选择是崇拜神还是崇拜巴

力。他们不能两个都选。崇拜偶像是邪恶的。

以色列国有一些邪恶的人。他们崇拜名叫巴力的偶像。

一共有八百五十个巴力的祭司。他们都是邪恶的祭司。

列王记上 18﹕19

先知以利亚去找亚哈王。他告诉亚哈，带他所有的人到

山上去。先知以利亚想让那些邪恶的巴力祭司也一起

去。

列王记上 18﹕17-19

列王记上 18﹕21

以利亚和巴力的祭司

第三十四章



133

以利亚叫祭司声音再大点。他取笑他们。他说他们的偶

像一定是睡着了。

以利亚告诉祭司，先不要烧祭品。他告诉那些祭司，先

对他们的偶像祷告。他说巴力一定会降火烧祭品的。

以利亚想告诉人们偶像没有大能。以利亚要了两头牛准

备献祭。他要了一些木柴。他给了巴力祭司一头牛和一

些木柴。他自己留了一头牛和一些木柴。

列王记上 18﹕23

列王记上 18﹕24-25

整个上午，祭司都在向巴力祷告。他们跳上祭坛大喊大

叫。巴力没有应答。巴力只不过是个偶像。

列王记上 18﹕26 列王记上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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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叫他们走上前来。以利亚告诉他们，他要向神祷

告了。他说神会从天上降下火来。

以利亚向神祷告。以利亚想让人们崇拜神。他请求神帮

助他。

邪恶的祭司们祷告的声音越来越大。他们祷告了一整

天。巴力也没有应答。祭司们的祭品没有烧着。

列王记上 18﹕28-29 列王记上 18﹕30-33

以利亚叫人取来四桶水。他叫他们把水倒在祭品上。接

着他又叫人取来四桶水。同样，他们又把水倒在祭品

上。他又叫人取来四桶水。他们也把水倒在祭品上。

列王记上 18﹕33-35

列王记上 18﹕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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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火烧着了祭品，也烧着了木柴和石头。火烧干了所有的水。人们看到了神的大能。他们知道偶

像没有大能。所有邪恶的祭司都被杀死了。

列王记上 18﹕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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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来找以利亚。天使给他食物和水。以利亚吃完又躺

下。天使又来了。他告诉以利亚再吃些。天使说以利亚

要走很长的路。以利亚就再吃了些。

亚哈王有个邪恶的妻子名字叫耶洗别。耶洗别听说了以

利亚的事。她派人去找以利亚。他说耶洗别会杀了以利

亚。

列王记上 19﹕1-2

以利亚进入旷野，这样耶洗别就不能杀他了。他找了个

地方藏了起来。他睡在一棵树下。

列王记上 19﹕3-5

列王记上 19﹕5-8

以利亚和耶稣交谈

第三十五章



137

神告诉以利亚站在山上。一阵大风吹来。风太大把岩石

吹成碎片。风吹过后是地震。然后有火。

以利亚走到摩西看见荆棘燃烧的那座山。以利亚走了四十昼夜。他禁食。他不吃也不喝。

列王记上 19﹕8 列王记上 19﹕8﹔ 出埃及记 3﹕1-2

以利亚住在山中的一个山洞里。神问他，他在那里做什

么。以利亚说，人们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杀了神的先

知。以利亚是唯一一个没有被杀的先知。人们也想杀死

他。

列王记上 19﹕9-10

列王记上 19﹕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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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之后以利亚听到一个静静的声音。他知道那是耶稣基督的声音。耶稣来到他身旁。他对以利亚讲话。耶稣说他要

拣选一个新先知。他的名字叫以利沙。

列王记上 19﹕11,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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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和以利沙边走边谈。以利沙想让圣灵和他同在。

以利亚是神的一个先知。他有圣职的权柄。他有神的大

能。他老了。以利沙跟随以利亚很多年。

列王记下 1﹕10

神告诉以利亚，以利沙将是下一位先知。以利亚和以利

沙来到约旦河。以利亚用他的衣服打水，水就分开。他

们踏着干地过了河。

列王记上 19﹕16﹔ 列王记下 2﹕6-8

列王记下 2﹕9-10

以利亚和以利沙

第三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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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成了先知。他有圣职的权柄。他有神的大能。以利亚到天上去的时候，他把他的外衣丢在了地上。以利沙把

衣服捡了起来。

以利沙回到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的衣服打水。水就分开。以利沙踏着干地走过去。一些正义的以色列人遇到他。

他们知道以利沙是新的先知。

列王记下 2﹕11-13

列王记下 2﹕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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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沙叫妇人卖掉油，还那个人的钱。她的孩子不会被

带走了。她很高兴。

第一个奇迹

一天，一个妇女来找以利沙。她哭得很厉害。她告诉以

利沙她的丈夫死了。他得还别人的钱。不然的话，那个

人就会把她的儿子们带走。以利沙想帮助这个妇女。他

问她的家里有什么。她说罐子里有些油。

列王记下 4﹕1-2

以利沙叫这个妇女拿些罐子来。他叫她从她的罐子向那

些罐子倒油。 妇人按以利沙的话去做。她罐子里的油倒

满了所有的罐子。真是个奇迹。

列王记下 4﹕3-6

列王记下 4﹕7

先知以利沙三个奇迹

第三十七章

以利沙是位先知。他对神有信心。神帮助他行奇迹。奇

迹显明神的大能。

列王记上 17﹕17-24﹔  列王记下  2﹕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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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打了七个喷嚏，睁开了眼睛。他又活了。他的母亲

走进房间。她很高兴她的儿子又活了。神帮助以利沙让

她的孩子复活。真是个奇迹。

一天，这个孩子到他父亲的田里。他告诉他父亲他的头

受伤了。

列王记下 4﹕18-19

孩子病得很厉害。他母亲把他抱在怀里。他死了。他母

亲把他放在以利沙的床上。以利沙进来，关上门。他向

神祷告，抚摸孩子。

列王记下 4﹕20-34 列王记下 4﹕35-37

第二个奇迹

另外一个妇女和她的丈夫请以利沙住在他们家里。他们

老了，没有孩子。以利沙说他们会有个儿子。他们不相

信。但他们有了个儿子。

列王记下 4﹕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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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缦按以利沙的话去做。他在约旦河中洗了七次。他的

病好了。他身上的大麻疯没了。他也不再是麻疯病人

了。真是个奇迹。

乃缦来请以利沙给他治病。以利沙派他的仆人对乃缦讲

话。他告诉乃缦，在约旦河中洗七次，然后他的病就会

好。

列王记下 5﹕9-10

乃缦很生气，因为以利沙没有出来给他治病。他不想按

以利沙所说的去做。他开始回家。乃缦的仆人劝他按先

知所说的去做。

列王记下 5﹕11-13 列王记下 5﹕14

第三个奇迹

乃缦从另一个国家来。他病的非常厉害。他身上长了大

麻疯，皮肤也脱落了。

列王记下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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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降下暴风雨。风刮的很猛。船上的人害怕船会沉。

约拿是神的一位先知。神叫他到一个叫尼尼微的城去。

那里的人很邪恶。神告诉约拿，叫那里的人悔改。

约拿书 1﹕1-2

约拿不听神的话。约拿没有到尼尼微去。他不想告诉那

里的人悔改。船开到了另一个城市。

约拿书 1﹕3

约拿书 1﹕4-5

约拿

第三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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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想把约拿扔到水里。可是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样

做，风暴就会停。他们把他扔到水里。风暴停了。

人们认为风暴是约拿引起的。他们想让风暴停止。他们

问约拿他们该怎么做。

船长来找约拿。约拿在睡觉。船长叫醒他。船长叫约拿

祷告，请神帮助他们。

约拿书 1﹕6 约拿书 1﹕7-11

约拿叫他们把他扔到水里。他知道是因为他，神才降下

风暴。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

约拿书 1﹕9-12 约拿书 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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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悔改了。他们停止作恶。他们禁食、祷告。神没有

毁灭尼尼微。

鱼把他放到干地上。神再一次叫约拿到尼尼微去。叫他

告诉那里的人悔改。

约拿书 2﹕10﹔ 3﹕1-2

这次约拿听从神的话。他到了尼尼微。他告诉那里的人

悔改。如果他们不悔改，尼尼微就会被毁灭。

约拿书 3﹕3-4 约拿书 3﹕5-10

神派了条大鱼来。大鱼吞了约拿。约拿在鱼的肚子里待

了三天三夜。约拿向神祷告。他悔改了。他说他不该逃

走。他答应听神的话。

约拿书 1﹕17﹔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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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有了战争。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被俘虏。他们被作为

奴隶带走。剩下的以色列人住在犹大。他们被称作犹太

人。

以色列人有很多国王。一些是好国王。他们爱神，遵守

他的诫命。他们帮助以色列人过正义的生活。

列王记下 8-24

多数国王是邪恶的。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崇拜偶

像。人民也变得邪恶。

列王记下 8-24

列王记下 17﹕6-23

以色列人被俘

第三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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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的儿子尼腓写下了他们的经历。他们的故事都记在

摩尔门经里。

李海叫人们悔改。他说，如果他们不悔改，耶路撒冷就

会被毁灭。可是邪恶的人们不听他的。一些人嘲笑他。

一些人很生气。他们想杀李海。

尼腓一书 1﹕13-20﹔ 历代志下 36﹕16

神告诉李海和他的家人离开耶路撒冷。李海听从神的

话。他和他的家人旅行到海边。他们造了一条船来到了

美洲。

尼腓一书 2﹕2-4﹔ 17﹕8﹔ 18

尼腓一书 19﹕1-4

李海和他的家人在基督诞生前六百年的时候，生活在耶

路撒冷。许多耶路撒冷的人都很邪恶。神派了很多先知

去教导他们。李海就是其中一个。

历代志下 36﹕14-16﹔ 尼腓一书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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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犹太人被杀。其他很多人被俘虏。他们被带到巴比

伦成为奴隶。

巴比伦的士兵占领了耶路撒冷。他们拿走了圣殿里的金

子和银子。他们拿走了圣殿里精美的器皿。

列王记下 25﹕13-17

然后他们烧毁了神的圣殿。他们也烧毁了犹太人的家。

他们推倒了环绕耶路撒冷的城墙。

列王记下 25﹕1-10 列王记下 25﹕18-21

犹太人听到了先知的警告，可是他们不悔改。神派巴比

伦王和他的军队毁灭耶路撒冷。有了一场大的战斗。

列王记下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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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人给但以理和他的朋友水喝。他给他们送了十天好的

食物。但以理和他的朋友遵守神的诫命。但以理和他的

朋友看上去比其他的孩子要健康得多。

巴比伦王带犹太人到他的领土。他带了一些犹太人的孩

子住在他的家里。其中四个人，分别是但以理、沙得

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他们学习讲国王的语言。

但以理书 1﹕1-7

国王派人送食物和酒给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神说他们不

应该吃这些食物。这些食物对他们没有好处。他们不吃

这些食物，不喝那酒。他们让国王的仆人给他们拿好的

食物来。他们要了水，没有要酒。

但以理书 1﹕5-12

但以理书 1﹕14-16

但以理和他的朋友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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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但以理、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被带到国王面前。他对他们讲话。国王说他们比他的智者还聪明。神祝

福了但以理和他的朋友。神使他们强壮有智慧。

但以理书 1﹕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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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神把梦向但以理显现。神告诉但以理梦的含义。但

以理让国王的仆人不要杀掉智者。但以理说他能给国王

解梦。

巴比伦王做了个梦。他醒来的时候，他什么也记不得

了。国王问他的一些智者，他做了什么梦。他还想知道

梦的含义。

但以理书 2﹕1-3

可是智者无法告诉他做了什么梦。国王很生气。他叫他

的仆人杀掉所有的智者。

但以理书 2﹕4-13

但以理书 2﹕19-24

但以理和国王的梦

第四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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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被带到国王面前。他说，神告诉了他梦的事。梦的含义是福音会被教导给所有的人。耶稣会成为地球上所有

人的王。知道了梦的含义，巴比伦王很高兴。他让但以理领导全地。

但以理书 2﹕2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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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告诉了国王。他很生气。他派人找来沙得拉、米煞

和亚伯尼歌。国王说他们要被放到火炉中烧死。沙得

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不害怕。他们知道神会救他们。

巴比伦王用金子造了个偶像。他让人们向偶像祷告。如

果他们不这样，他们就会被放到火炉中烧死。

但以理书 3﹕1-6

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不向偶像祷告。他们向神祷

告。

但以理书 3﹕12

但以理书 3﹕13-18

沙得拉、米煞和 

亚伯尼歌

第四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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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王制定了一条法律。法律规定每个人都不可以说

神的坏话。只有神能把人从火中救出来。

国王向炉内观看。他看到四个人在火中行走。其中一个

是神的天使。神救了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

但以理书 3﹕24-25

国王向沙得拉、米煞和亚伯尼歌大喊。他叫他们从火炉

里出来。火一点都没有烧到他们。头发和衣服都没有烧

着。他们闻起来也没有烟味。

但以理书 3﹕26-27

但以理书 3﹕28-29

国王的仆人在火炉中点上火。他们用绳子把沙得拉、米

煞和亚伯尼歌绑起来。仆人把他们扔到火炉里。因为火

太大，仆人们被烧死了。

但以理书 3﹕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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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以理一天向神祷告三次。那些邪恶的人看到但以理祷

告。他们告诉了国王。

有个新的巴比伦王，名字叫大流士。大流士王选人帮助

他。但以理是他们的领袖。其他的人不喜欢但以理。他

们不想让他作他们的领袖。

但以理书 5﹕30-31﹔ 6﹕1-5

这些人知道但以理向神祷告。他们到国王那里。他们要

国王颁布一条新的法律。国王颁布了一条新的法律。 规

定人不可以向神祷告。不服从的人会被投入狮子坑。狮

子会吃掉他们。

但以理书 6﹕6-7

但以理书 6﹕10-13

但以理和狮子坑

第四十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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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非常高兴。但以理安全无恙，因为神帮助了他。

国王整夜都在禁食。他睡不着。

但以理书 6﹕18

国王早晨来到狮子坑.他呼唤但以理。但以理应声回答。

狮子并没有伤害他。但以理说，是神封了狮子的口。

但以理书 6﹕19-22

但以理书 6﹕23-27

国王知道但以理一定会被投入狮子坑。国王想找个办法

救他。可是法律不能更改。国王叫仆人把但以理投入狮

子坑。大流士告诉但以理，神会救他。

但以理书 6﹕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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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造了一个祭坛，向神献祭。他们开始建造圣殿。

他们很高兴。他们向神祷告，感谢神。

犹太人在巴比伦住了很多年。居鲁士做了国王。神让他

告诉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建造一个新的圣殿。居鲁士让

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

以斯拉记 1﹕1-3

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为圣殿带回了精美的金银器

皿。

以斯拉记 1﹕4-11 以斯拉记 3﹕3-13

返回耶路撒冷

第四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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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希米是个先知。他也到耶路撒冷去。

但是犹太人工作了很久。最后圣殿终于建成了。

以斯拉记 6﹕14-15

以斯拉是神的一个先知。他住在巴比伦。以斯拉到耶路

撒冷教导犹太人。他把所有的诫命读给人们听。他告诉

人们遵守神的诫命，并告诉他们悔改。人们听从他的劝

告。

以斯拉记 7﹕6﹔ 尼希米记 8﹕1-5, 8

尼希米记 2﹕11-12

一些邪恶的耶路撒冷人很生气。他们不想让犹太人建造

圣殿。他们试图阻止他们。

以斯拉记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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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答应听神的话。他们许诺守安息日为圣。他们许

诺缴纳什一奉献。他们许诺过正义的生活。

犹太人开始建造城墙。一些邪恶的人试图阻止他们。犹

太人继续工作。神祝福他们。最后，城门和城墙完工

了。

尼希米记 2﹕19-20﹔ 4﹕1-8﹔ 6﹕15

尼希米对人们讲话。他知道犹太人没有遵守神的诫命。

他们彼此苛刻相待。他告诉犹太人要正义。

尼希米记 5﹕6-11 尼希米记 9﹕38﹔ 10﹕28-38

尼希米到了那里很悲伤。城四周的墙倒了。城门被烧

了。尼希米告诉犹太人，要重新建造城墙和城门。

尼希米记 2﹕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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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国王大摆盛宴。他请许多人参加。

一些犹太人没有返回耶路撒冷。他们留在了巴比伦。其

中有个漂亮的姑娘名叫以斯帖。

以斯帖记 2﹕5-7

以斯帖的父母都死了。她和她的堂哥末底改住在一起。

末底改是个好人。

以斯帖记 2﹕5-7

以斯帖记 1﹕5

以斯帖

第四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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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是国王的一个大臣。他恨犹太人。哈曼叫人向他鞠

躬。末底改不鞠躬。哈曼很生气。

国王派人找了很多年轻的女子到他的家里。以斯帖也去

了。

以斯帖记 2﹕2-4, 8

国王看到以斯帖很美丽。他爱上了她，并选她为王后。

以斯帖记 2﹕17

以斯帖记 3﹕1-5

国王派人请王后参加宴席。但是她不想来。国王很生

气。他说，他要选一个新的王后。

以斯帖记 1﹕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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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底改说以斯帖会被杀死，因为她是犹太人。末底改

说，以斯帖应该设法搭救犹太人。以斯帖告诉所有的犹

太人禁食三天。她也禁食。然后她去见国王。

犹太人知道了信的内容。他们又害怕又悲伤。他们禁食

祷告，祈求帮助。

以斯帖记 4﹕3

王后以斯帖听说了信的内容。他派仆人问末底改是怎么

回事。

以斯帖记 4﹕4-5

以斯帖记 4﹕7-16﹔ 5﹕1

哈曼告诉国王说，犹太人不遵守法律。哈曼想让犹太人

都被杀死。相关的信件传递给各地的大臣。信中说要杀

掉所有的犹太人。

以斯帖记 3﹕6-9,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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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很高兴。以斯帖救了他们。

以斯帖告诉国王，哈曼杀犹太人的计划。她告诉国王，

她也是犹太人。国王很生气。他叫人杀了哈曼。

以斯帖记 7﹕1-10

国王叫末底改写信给整个王国。末底改告诉犹太人，杀

死任何试图杀害他们的人。

以斯帖记 8﹕8-11

以斯帖记 8﹕16-17

国王问以斯帖，她想要什么。他说她要什么都可以。以

斯帖让国王参加一个宴会。她也让哈曼参加。

以斯帖记 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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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说撒旦可以取走约伯所有的东西。但是不能伤害他。

然后撒旦就会看到约伯仍旧是正义的。

约伯是个好人。他总是做正确的事。他遵守神的诫命。

约伯还是个富有的人。他有许多牲畜和仆人。他有一个

妻子，十个孩子。神给了他很多祝福。

约伯记 1﹕ 1-3

神知道约伯是个义人。撒旦也知道约伯是个义人。撒旦

说，约伯正义是因为神给了他太多的祝福。撒旦还说，

如果把祝福取走，约伯就不再正义了。

约伯记 1﹕6-11

约伯记 1﹕12

约伯

第四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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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又对撒旦讲话。他说约伯所有的一切都被取走了。约

伯依旧保持正义。可是撒旦说，如果他病得很重，他就

不会保持正义了。神对撒旦说，可以让约伯生病，但不

可以害约伯的性命。

他们说，大风吹倒了约伯的石头房子。约伯所有的孩子

都死了。约伯什么都没有了。

约伯记 1﹕18-19

约伯非常悲伤。但是他没有生神的气。他伏在地上崇拜

神。他说，他出生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神给了他所有

的东西。现在神把它们取走了。约伯仍旧爱神。

约伯记 1﹕20-22

约伯记 2﹕1-6

一天，四个仆人来见约伯。他们说，约伯所有的牛和仆

人都被杀了。他们说，大火烧了他所有的羊。他们还

说，他的骆驼也被偷走了。

约伯记 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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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的朋友再次说他已经邪恶了。他们说，他可能拿了

穷人的东西。或者人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没有帮忙。

他们说，如果人变得邪恶了，神是知道的。没有人能向

神隐藏罪。他们告诉约伯悔改，那样神就会祝福他。

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他。他们都替他难过。他们告诉约

伯，神惩罚邪恶的人。他们说神不惩罚好人。朋友们说

约伯一定是个邪恶的人。如果他正义，坏事情不会发生

在他身上。

约伯记 2﹕11-13﹔ 3-19

约伯对他的朋友说，他们不是来帮他的。他说他从没有

做过坏事。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坏事发生在他身上。约

伯仍旧相信神。约伯说，即使他死，他还是相信神。如

果他真死了，他会复活的。他会再一次拥有身体。他会

看到神。

约伯记 4-19

约伯记 22

约伯病得很重。他的身体长满了疮。他真希望他没有来

到世上。约伯的妻子问，他是否还相信神是好的。约伯

说是。约伯说神给人好东西。神有时让坏事情发生。有

时候，好人身上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约伯记 2﹕7,9-10﹔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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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伯回答神的提问。他说他不明白这些事情。神对约伯说，人并不总能明白神做的事。人必须信任神，不管发生什

么。然后，约伯看到了神。约伯经历困苦的时候始终保持正义。他信任神。

接着，约伯听到了神的声音。神问了约伯许多问题。神

创造世界的时候约伯在哪里？约伯知道多少关于云、雪

和雨的事？约伯知道多少地球上动物和植物的事？神创

造了这些美妙的东西。

约伯记 38﹔39﹔40﹕1

约伯记 40﹕1-42﹕6

约伯对他的朋友说他是正义的。他说神知道他没有做坏

事。约伯说坏人不一定有麻烦；好人有时候却有麻烦。

约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神让这些不好的事发生在他身

上。

约伯记 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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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告诉约伯的朋友们，他很生他们的气。他们对约伯讲的都不对。神叫他们拿动物来献祭。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

约伯记 42﹕7-10

神祝福约伯。他给约伯的比他从前有的还多。神给他更多的牲畜。约伯和他的妻子有了更多的孩子。他们很高兴。

约伯活到很大的年纪。他是个非常正义的人。 约伯记 4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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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先知告诉人们悔改。他们告诉人们耶稣基督要来到地上。他就是救赎主。他要拯救地上所有的人。

很多人不象约伯那样。他们邪恶。他们不遵守神的诫

命。他们不听先知的话。

尼排一书 1﹕18-20

先知预言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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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会派一个先知帮助耶稣。他的名字叫约翰。他会教导人们耶稣的事。他会给耶稣施洗。他会被称作施洗约翰。

预言过耶稣基督的一些先知有摩西、耶利米、弥迦、撒迦利亚、李海和以赛亚。先知们说耶稣基督会降生在伯利

恒。耶稣会象其他孩子一样长大。人们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雅各书 7﹕11﹔ 以赛亚书 7﹕14-15﹔ 9﹕6﹔ 

弥迦书 5﹕2

以赛亚书 4﹕3﹔ 约翰福音 1﹕6﹔ 马太福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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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会不相信耶稣。他们会恨他。他们会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会死去然后复活。这些先知讲的关于耶稣的事

真的发生了。新约讲述耶稣基督的一生。

耶稣爱每一个人。他会行很多奇迹。他会教导人们神的事。他会向人们展示，如何才能更象天父。他会为我们的罪

受苦。 以赛亚书 53﹕11-12﹔ 61﹕1﹔ 耶利米书 33﹕14-16

摩西书 7﹕55-56﹔ 撒迦利书 13﹕6﹔ 以赛亚书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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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国王们不让犹太人向神献祭。他们把圣殿里金子做

的东西都拿走了。国王们在圣殿里崇拜偶像。

旧约的先知都死了。四百年过去了。多数犹太人不遵守

神的诫命。 

其他国家的军队俘虏了犹太人。这些国家邪恶的国王们

使他们成了奴隶。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这些国王杀死。

旧约之后

第四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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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不想让希律作他们的王。他们不想让罗马人统治

他们。犹太人等待救主的到来。他们认为他会帮助他们

打败罗马人。他们认为救主就是他们的王。

希律想让犹太人喜欢他。所以他重新使圣殿焕然一新。

他派了成千上万的人做工。他们重新把金子和银子放回

到圣殿中。圣殿完工的时候非常漂亮。可是犹太人还是

不喜欢希律。

希律非常邪恶。他杀了很多人。他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

儿子。他还想杀襁褓中的耶稣。

最后俘虏犹太人的是罗马军队。罗马人推倒了耶路撒冷

的城墙。他们占领了耶路撒冷。他们派了个叫希律的人

做犹太人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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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录
A

altar  祭坛  人在祭坛旁祷告。人在祭坛上焚烧牲畜。

angel  天使  天使是神的助手之一。天使从天上来。天使
对亚当讲话。

anoint  膏抹  膏抹就是把油放在某人的头上并祝福他。

anointed  膏抹  撒母耳膏抹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ark  柜子/方舟  柜子使存放在里面的东西安全。有一种
方舟叫大船。挪亚把动物带到方舟上。

ark of the covenant  约柜  约柜是个盒子。写着十诫的
石板就放在盒子里。

army  军队  军队中的人攻打另外一些人。

armies  军队  两个军队相互攻打。

B
baptized  洗礼  当我们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要洗礼。
当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浸没在水中然后再从水中出
来。

barley  大麦  大麦是一种象草一样的植物。有时候大麦
的种子被用来做面包。

barrel  桶  桶里装满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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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ket  篮子  摩西的妈妈把他放在篮子里。

battle  战役  战役是场大的战斗。

beat  打  这个人用棍子打那个男孩。

beating  打  摩西看到一个人在打一个以色列人。

beautiful  美丽  好看的东西称为美丽。这个姑娘很美
丽。这些盘子很美丽。花园很美丽。

believe  相信  相信的意思是认为某事是真的。

believed  相信  这些人相信以利亚的话。这些人认为以
利亚说的是真的。

blessed  祝福  神祝福雅各。神帮助雅各并给他好的东
西。

blessing  祝福  雅各给他的儿子祝福。雅各把他的手放
在他儿子的头上并为他的儿子祈祷。

birthright blessing  长子的祝福  很久以前，人们给家
中的长子做长子的祝福。那是最好的祝福。以撒没有给
以扫长子的祝福。

bow  鞠躬  哈曼让人们向他鞠躬。

bull  公牛  以利亚把公牛放在祭坛上。

bury  埋葬  人死的时候，我们埋葬他们。圣经中的人把
他们放在洞穴中。

buried  埋葬  大卫埋葬在耶路撒冷。

C
calf  牛犊  牛犊是母牛的孩子。

camel  骆驼  骆驼是一种动物。

candlesticks  烛台  烛台照亮了圣殿。

captain  船长  船长是个领导。 
这条船的船长不想把约拿扔到海里去。

cave  洞穴  以利亚藏在洞穴里。

choose  选择  神让我们选择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我们应
该选择做好事。

chose  选择  神选择大卫作王。神挑选大卫作王。

chosen  选择  大卫被选为王。

commandments  诫命  神叫我们去做的所有事情都是
诫命。好人听从神的诫命。好人做神告诉他们去做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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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ucify  十字架上钉死  十字架上钉死就是把人放到十字
架上杀死。

crucified  十字架上钉死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curtains  窗帘  会幕有一面用窗帘做的墙。

D
daughter  女儿  女儿是指一个家庭中的女孩。国王的女
儿发现了摩西。

den  兽穴  兽穴就是野兽住的地方。

destroy  毁灭  毁灭就是烧毁或拆毁。

destroyed  被毁灭  耶路撒冷城被毁灭了。

divided  被分开  红海被分开了。十二个支派被分开了。

E
earrings  耳环  人们戴着金耳环。

earthquake  地震  地震使陆地移动、破碎。地震使墙倒
塌。

elders  长老  长老是在教会帮忙的男人。长老拥有圣
职。

enough  足够的  以色列人有足够的吗哪吃。以色列人
有足够他们需要的吗哪。

escape  逃走  逃走就是离开一个地方。

escaped  逃走  以色列人从埃及人那里逃走。

evil  邪恶  邪恶是坏东西。撒旦是邪恶的。说谎是邪恶
的。做很坏的事的人是邪恶的。

F
faith  信心  有信心就是相信某事是真的。我们应该对神
有信心。我们必须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我们必须相信并
服从耶稣基督。

famine  饥荒  饥荒就是没有吃的。迦南有了饥荒，在迦
南没有食物。

fasted  禁食  摩西禁食四十天。摩西不吃不喝四十天。

flesh-and-blood bodies  血肉的身体  我们现在有血肉
的身体。我们来地球前没有血肉的身体，我们有的是灵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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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od  洪水  挪亚把动物从洪水中救出来。 洪水是指覆
盖地球的水。

forgive  宽恕  宽恕谁就是忘记他做的坏事。耶稣基督会
宽恕我们做的坏事，如果我们心怀愧疚，并停止做这些
事。

forgave  宽恕  宽恕谁就是忘记他做的坏事。耶稣基督
会宽恕我们做的坏事，如果我们心怀愧疚，并停止做这
些事。

furnace  炉子  炉子里可以生火。国王有个大炉子。

G
garden  花园  花园里有树、花和草。亚当和夏娃住在叫
伊甸的花园里。

giant  巨人  巨人就是很高很壮的人。歌利亚是个巨人。

gift  礼物  礼物是赠品。是给别人的东西。国王给亚伯
拉罕一个礼物。

gospel  福音  福音 是耶稣叫我们去做的事。我们相信耶
稣基督的福音。

H
heal  治愈  治愈就是使一个病人康复。神帮助以利沙治
愈病人。

healed  治愈  以利沙治愈了病人。

husband  丈夫  丈夫是结了婚的男人。父亲是母亲的丈
夫。亚伯拉罕是撒拉的丈夫。

I
idol  偶像  偶像就是雕像。一些人向偶像祷告。他们不
向神祷告。

J
jar  罐子  罐子装水或油。

judge  士师   士师是领袖。士师帮助人们知道他们当做的
事。士师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做判断就是断
定什么是好的或者什么是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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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ingdom  王国  王国就是有国王作领袖的地方。罗波安
是犹大王国的国王。

L
language  语言  我们用来和他人交谈或书写的词语称作
语言。神改变了人的语言。他们不能理解彼此的话。

lead  领导  领导就是告诉人们做什么。神叫摩西带领以
色列人。

leader  领袖  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

leper  麻疯病人  麻疯病人就是全身长疮的病人。乃缦是
个麻疯病人。

lice  虱子  虱子是咬人的小虫子。虱子咬埃及人。

lies  谎言  谎言是不真实的。波提乏的妻子讲约瑟的谎
话。波提乏的妻子讲的关于约瑟的话不是真的。

M
married  娶  以撒娶利百加为妻。以撒是利百加的丈
夫，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

miracle  奇迹  奇迹是显示神的大能的事情。神帮助先知
们行奇迹。

mountain  山  摩西登上山去。

O
obey  服从  服从就是去做我们被要求去做的事。

obeyed  服从  以诺服从神。以诺去做神叫他去做的事。

P
pottage  浓汤  浓汤就是很稠的汤。以扫喝了浓汤。

power  大能  神有大能。神能做人做不了的事情。神能
做任何事情。

pray  祷告  祷告就是和神谈话。我每天向神祷告。

prayed  祷告  哈拿向神祷告，求神给她一个儿子。

priesthood  圣职  圣职是神的权力。撒母耳拥有圣职。
撒母耳拥有神的权力。

priests  祭司  祭司拥有圣职。祭司是在教会帮忙的人。
祭司们在圣殿帮忙。

prison  监狱  监狱是一个如果把人关进去就出不来的地
方。约瑟被关进了监狱。

promise  许诺  许诺就是答应我们要去做一件事。我们
许诺服从神。

promised  许诺  神许诺祝福亚伯拉罕。 他把应许地给
了亚伯拉罕。

prophet  先知  神对先知讲话。先知告诉我们神想让我
们做什么。以利亚是位先知。

punished  遭到惩罚  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会遭到惩
罚。当我们遭到惩罚的时候，悲伤的事情会临到我们。

Q
quails  鹌鹑  鹌鹑是一种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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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ainbow  彩虹  神把彩虹挂在空中。

ram  公羊  公羊是一种羊。亚伯拉罕看到一只公羊。

repent  悔改  如果我们做了坏事。我们应该悔改。如果
我们做了坏事，我们应感到抱歉，并不再做同样的事。

repented  悔改了  尼尼微人悔改了。

resurrected  复活了  耶稣基督复活了。 他的灵重新回
到他的身体。他活了。他再也不会死了。

righteous  正义  正义就是做正确的事情。正义的人服
从神的诫命。

rod  棍子  棍子就是根木棒。

S
sabbath  安息日  安息日是到教堂的日子。我们不应该
在安息日工作。

sacrifice  献祭  亚伯拉罕献祭了一只牲畜。亚伯拉罕杀
了一只牲畜，他把牲畜放在祭坛上用火烧。

sacrificed  献祭  亚伯拉罕献祭了一只牲畜。亚伯拉罕杀
了一只牲畜，他把牲畜放在祭坛上用火烧。

save  救  耶稣为救我们而死。耶稣死了，我们才能再和
天父住在一起。

servant  仆人  仆人为其他的人工作。

servants  仆人  波提乏有很多仆人。波提乏有很多人为
他工作。

shepherd  牧羊人  牧羊人看顾羊群。大卫是孩子的时候
是牧羊人。大卫是孩子的时候看顾羊群。

slaves  奴隶  奴隶是被迫给他人工作的人。国王让他的
奴隶努力工作。

sling  投石器  投石器是用来投石头的东西。大卫用投石
器把石头投向歌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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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diers  战士  战士在战斗中作战。

spies  间谍  约书亚派间谍进入应许地。约书亚派人进入
应许地，看那里是什么样子。

spirit bodies  灵体  灵体看起来象血肉的身体。

spirits  灵  在和天父住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是灵。我们
那时候没有血肉的身体。

store  储藏  储藏就是把东西安全的存放，知道需要的
时候。

stored  储藏  埃及人储藏食物。

swallow  吞  我们我食物吞下去。食物从我们的喉咙下
去。

swallowed  吞  一条大鱼把约拿吞了下去。

sword  刀  大卫用刀把歌利亚杀了。

suffer  感到痛苦  当我们的身体疼痛时我们感到痛苦。
当我们很悲伤的时候，我们感到痛苦。

suffered  受苦  耶稣为我们受苦。

T
tabernacle  会幕  会幕是向神祷告的地方。神叫摩西建
造会幕。以色列人拥有会幕。会幕象个帐篷。

teach  教导  教导就是帮助人学习。以诺想去教导人们。

taught  教导  以诺教导人民神的诫命。

temple  圣殿  圣殿是神的屋宇。我们在圣殿中做神的事
工。所罗门的圣殿有石头的围墙。

tested  考验  被考验就是要证明我们会做正确的事。 神
把我们安置在地球上接受考验。

thirsty  渴  渴就是想喝水。以色列人没有水。他们渴
了。

tithing  什一奉献  神给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什一奉献是
我们还给神的部分。亚伯拉罕缴纳什一奉献。

travel  旅行  旅行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traveled  旅行  以色列人从埃及旅行到应许地。

tribe  支派  一个支派就是许多人。

tribes  支派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的家庭称作支派。

trouble  麻烦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不好的事情叫麻烦。

troubles  麻烦  约伯有很多麻烦。

trusted  相信  波提乏相信约瑟。波提乏知道约瑟会做他
该做的事情。

V
vision  异象  异象是从神那里来的梦。以诺在异象中看
到了耶稣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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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ell  井  井就是一个深深的洞，里面有水。拉结走到井
旁打水。

wheat  小麦  小麦是一种结小种子的植物。我们用小麦
的种子做面包。

wicked  邪恶  邪恶就是很坏。邪恶的人做坏事。他们不
服从神。

wilderness  旷野  旷野就是没有城市和人的地方。摩西
和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居住了四十年。

wise  智慧  神让所罗门智慧。神帮助他知道什么是真实
的。所罗门知道如何帮助人。

wisest  最智慧的  所罗门是地球上最智慧的人。

worship  崇拜  崇拜就是向神显明我们爱他。我们崇拜
神，服从他的诫命。我们通过向神祷告崇拜他。

Y
yard  院子  院子就是一个建筑周围的空地。会幕周围有
个院子。

young  年轻  孩子年轻。我的奶奶年老。大卫杀死歌利
亚的时候很年轻。

youngest  最小的  大卫有年长的哥哥。大卫是耶西最小
的儿子。





旧约时代

地中海

尼
罗
河

埃及

圣地

耶路撒冷

西奈山

红海

约旦河

美索不达米亚

幼发拉底河

阿勒山

底格里斯河

巴比伦尼亚

亚述

迦勒底的吾珥迦南

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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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录
America  美洲  美洲是雅列人离开巴别塔后到达的大
陆。李海一家离开耶路撒冷来到美洲。

Babylon  巴比伦  巴比伦是一块靠近应许地的土地。从
巴比伦来的军队占领了犹大王国，使他们成为奴隶。

Bethlehem  伯利恒  伯利恒是应许地的一个城市。大卫
在伯利恒长大。

Canaan  迦南  迦南是雅各居住的土地。迦南就是应许
地。后来以色列人占领了迦南。他们称它为以色列。

Earth  地球  地球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耶稣创造了
地球。

Egypt  埃及  埃及是以色列人成为奴隶的地方。摩西带
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Garden of Eden  伊甸园  伊甸园是个美丽的花园，有花
有树。亚当和夏娃在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前住在那里。

Heaven  天堂  天堂是天父住的地方。我们到地球之前
住在天堂。

Israel  以色列  以色列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那里是
应许地。在以色列人占领前称作迦南。

Jericho  耶利哥  耶利哥是应许地的一个城市。约书亚和
以色列人占领了耶利哥。

Jerusalem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是应许地的一个城市。
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造了一座圣殿。

Jordan River  约旦河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穿过约旦河
进入应许地。

Kingdom of Israel  以色列王国  以色列王国在应许地的
北部。有十个支派住在那里。

Kingdom of Judah  犹大王国  犹大王国在应许地的南
部。有两个支派住在那里。他们被称作犹太人。

Moab  摩押  摩押是拿俄米的儿子和路德结婚的地方。

Mount Sinai  西奈山  西奈山是耶稣把十诫交给摩西的
那座山。

Nineveh  尼尼微  尼尼微是一座邪恶的人居住的城市。
神派约拿告诉他们悔改。

Promised land  应许地  应许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家
族的土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

Red Sea  红海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后，穿过红
海。

Ur  吾珥  吾珥是亚伯拉罕居住的城市。许多住在吾珥的
人崇拜偶像。

Zion  锡安  锡安是座城市，以诺在那里是先知。神带所
有锡安城的人到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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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录
Aaron  亚伦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他帮助摩西带领以色
列人回到应许地。

Abed-nego  亚伯尼歌  亚伯尼歌是个正义的犹太人，他
是但以理的朋友。耶稣把亚伯尼歌从燃烧的火炉中救出
来。

Abel  亚伯  亚伯是亚当和夏娃的一个正义的儿子。亚伯
的哥哥该隐杀了亚伯。

Abraham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得到耶稣的祝福。耶稣赐
给他应许地。亚伯拉罕的家族会拥有应许地。

Adam  亚当  亚当 是地球上的第一个男人。他边走边和
神讲话。

Ahab  亚哈  亚哈 是个邪恶的以色列国王。耶洗别是他
的妻子。

Baal  巴力  巴力是个偶像。许多邪恶的人崇拜巴力。

Bathsheba  拨示巴  拨示巴是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被
杀后，大卫王娶拨示巴为妻。

Boaz  波阿斯  波阿斯是伯利恒的一个义人。他娶了路
得。

Cain  该隐  该隐是亚当和夏娃的一个邪恶的儿子。他杀
了他的弟弟亚伯。

Cyrus  居鲁士  居鲁士是个国王。他让犹太人从巴比伦
回到耶路撒冷。

Daniel  但以理  但以理是个正义的犹太人。神使他在狮
穴中平安无事。

Darius  大流士  大流士是巴比伦国王。他不想让但以理
在狮穴中受到伤害。

David  大卫  大卫杀了歌利亚。大卫是以色列的国王。

Devil  魔鬼  魔鬼是天父的一个灵体的儿子。他不听从天
父的话。天父把他赶出天堂。魔鬼又叫路西弗或撒旦。

Egyptians  埃及人  埃及人是住在埃及的那些人。

Eli  以利  以利是以色列的一位士师。撒母耳帮助他照看
会幕。

Elijah  以利亚  以利亚是位先知。他向巴力的祭司展示
神的大能。

Elisha  以利沙  以利沙是接替以利亚的先知。神帮助以
利沙行了很多奇迹。

Enoch  以诺  以诺是位先知。神把以诺和他的人民带到
了天上。

Esau  以扫  以扫是以撒和利百加的长子。他让他的弟弟
雅各获得了长子祝福。

Esther  以斯帖  以斯帖是位犹太人。她在巴比伦成了王
后。她救了她人民的命。

Eve  夏娃  夏娃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女人。她是亚当的妻
子。

Ezra  以斯拉  以斯拉是位先知。他教导返回耶路撒冷的
犹太人。

God  神  天父、耶稣基督，还有圣灵都称作神。他们都
有大能。

Haman  哈曼  哈曼是巴比伦国王的一个大臣。他想杀所
有的犹太人。以斯帖阻止了他。

Hannah  哈拿  哈拿是个正义的妇女。她是撒母耳的妈
妈。

Heavenly Father  天父  天父是我们灵体的父亲。他住
在天上。我们向天父祷告。有时侯我们称作他为父神。

Holy Ghost  圣灵  圣灵和天父、基督一起工作。他帮助
人们认识真理。圣灵有灵的身体。他没有血肉的身体。

Isaac  以撒  以撒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正义的儿子。他是雅
各和以扫的父亲。

Isaiah  以赛亚  以赛亚是位先知。他向人们预言耶稣。

Israel  以色列  雅各的名字被改 为以色列。他是以撒正
义的儿子。以色列有十二个儿子。

Israel  以色列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被称作
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Israelites  以色列人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被
称作以色列人。他们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

Jacob  雅各  雅各是以撒正义的儿子。耶稣把雅各的名
字改成以色列。

Jaredites  雅列人  跟随雅列和他的兄弟的人被称为雅列
人。神带领他们从巴别塔到美洲。

Jeremiah  耶利米  耶利米是位先知。他向人们预言耶稣
基督。

Jeroboam  耶罗波安  耶罗波安是个邪恶的以色列国王。

Jesse  耶西  耶西是大卫王的父亲。耶西住在伯利恒。

Jesus  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天父的儿子。有
时候，我们也称作耶稣神。

Jews  犹太人  犹太人是住在犹大王国的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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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zebel  耶洗别  耶洗别是亚哈王的妻子。她想杀以利
亚。

Job  约伯  约伯是个义人。他遇到了很多麻烦，可是他
仍旧爱神。

Jonah  约拿  约拿是个先知。一条大雨把他吞到肚子
里。约拿教导住在尼尼微的人。

Joseph  约瑟  约瑟是雅各和拉结正义的儿子。他的哥哥
把他卖了。他成了埃及的领袖。

Joshua  约书亚   约书亚是接替摩西的先知。他帮助以
色列人占领了应许地。

Joshua  拉班  拉班是利亚和拉结的父亲。

Leah  利亚  利亚是拉班的一个女儿。她嫁给了雅各。

Lehi  李海  李海是位耶路撒冷的先知。神叫他离开耶路
撒冷。李海一家到了美洲。

Lucifer  路西弗  路西弗是天父的一个灵体的儿子。他不
听天父的话。天父把他赶出了天堂。路西弗也叫撒旦或
魔鬼。

Melchizedek  麦基洗德  麦基洗德是位正义的国王。他
拥有圣职。亚伯拉罕向他缴纳什一奉献。

Meshach  米煞  米煞是个正义的犹太人，他是但以理的
朋友。耶稣把米煞从燃烧的火炉中救出来。

Micah  弥迦  弥迦是位先知。他向人们预言耶稣。

Miriam  米利暗  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

Mordecai  末底改  末底改是个正义的犹太人。他是以斯
帖的堂兄。

Moses  摩西  摩西是位先知。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带领他们回到应许地。

Naaman  乃缦  乃缦得了大麻疯。神帮助以利沙治好了
乃缦的病。

Naomi  拿俄米  拿俄米是个正义的妇女。她的一个儿子
娶路德为妻。

Nathan  拿单  拿单是个先知。他对大卫王讲话。

Nehemiah  尼希米  尼希米是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时的
先知。他帮助他们重建城墙。

Noah  挪亚  挪亚是个义人。他建造了一个方舟。当洪
水来的时候，他的一家被救出。

Obed  俄备得  俄备得是波阿斯和路德的儿子。他是大
卫王的祖父。

Orpah  俄珥巴  俄珥巴嫁给了拿俄米的一个儿子。

Philistines  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是和以色列人作战的那
些人。歌利亚是个非利士人。

Potiphar  波提乏  波提乏是埃及国王的一个士兵。约瑟
为波提乏工作。

Rachel  拉结  拉结是拉班的一个女儿。她是雅各的妻
子，约瑟的母亲。

Rebekah  利百加  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她是雅各和以
扫的母亲。

rehoboam  罗波安  罗波安是所罗门的一个儿子。他是
个邪恶的犹大国王。

Ruth  路得  路得嫁给了拿俄米的一个儿子。他死后，路
得嫁给了波阿斯。

Samuel  撒母耳  撒母耳是位先知。他是以色列的士
师。他膏扫罗和大卫为王。

Sarah  撒拉  撒拉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她是以撒的母
亲。

Satan  撒旦  撒旦是天父的一个灵体的儿子。他不听从
天父的话。天父把他赶出天堂。撒旦又叫路西弗或魔
鬼。

Saul  扫罗  扫罗是第一位以色列国王。

Seth  塞特  塞特是亚当和夏娃的一个正义的儿子。

Shadrach  沙得拉  沙得拉是个正义的犹太人，他是但以
理的朋友。耶稣把沙得拉从燃烧的火炉中救出来。

Solomon  所罗门  所罗门是大卫王和拨示巴的儿子。他
做了以色列的王并建造了圣殿。

Uriah  乌利亚  乌利亚是拨示巴的丈夫。大卫王让他在
一次战斗中死去。

Zechariah  撒迦利亚  撒迦利亚是位先知。他向人们预
言耶稣。



旧约大事记

公元前四千年

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

公元前三千年

以诺和他的城被带到天上

公元前两千四百年

挪亚和洪水

公元前一千五百七十一年

摩西旅行在西奈旷野

公元前一千四百五十一年

约书亚进入应许地

公元前一千零四十七年

大卫和统一的以色列

公元前一千零一十五年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公元前两千两百年

巴比伦尼亚的巴别塔

公元前一千九百九十六年

亚伯拉罕在吾耳、	

埃及和迦南

公元前一千八百三十六年

雅各和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在	

应许地

公元前一千七百四十五年

约瑟在埃及

公元前九百七十五年

分裂的以色列

公元前七百二十一年

被带走和失散的北方王国

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

犹大被俘往巴比伦

公元前五百三十七年

犹大返回重建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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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和建议

我们竭诚欢迎你对本课本的资料作批评和建议。

请将之寄至：

Curriculiu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Floor 24
50 East North Temple Street
Salt Lake City, Utah 84150
USA

请写上你的姓名和地址。然后写上书名，你使用的方
法，你所后认为的优点和缺点，以及任何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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