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阿华人福音教会中文儿童主日学（中文学校）
初级班试用教材

第六课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Lesson 6

Jesus, You are My Best Friend

属灵带领:

Spiritual Guidance:

诗篇 86 篇 15 节

Psalm 86:15

Shīpiān 86 piān 15 jié

Chinese New Version (Simplified) (CNV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主啊，你是有 怜悯
有 恩典 的 神，
zhǔ a，nǐ shì yǒu liánmǐn yǒu ēndiǎn de shén,

15 …

不 轻易 发怒，并 有 极大
bù qīngyì fānù, bìng yǒu jí dà

的
de

Lord, are a compassionate and

gracious God,
slow to anger, abounding in love
and faithfulness.

慈爱和 诚实。
cí'ài hé chéngshí.

听力训练/: Listening training
上帝的故事之兩個孩子和一位父親 (God's Story: Two Sons and a Fath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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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文/Learn Chinese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Jesus, You are My Best Friend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花时间在一起，
好朋友一同彼此聆听，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Jesus, you are my best friend,
You love spending time with me,
You hear me and I hear you,
Jesus, you are my always best friend.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好朋友一定帮助我，
好朋友一同笑哈哈，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Jesus, you are my best friend,
You help me when I am in need,
You and I, we laugh “ haha”,
Jesus, you are always my best friend,

耶稣是好朋友
我相信你的应许
为了我你舍命
做我的朋友。

Jesus, you are my best friend,
I believe in your promises;
For my sake, you died for me.
Just to be my fri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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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敬拜/ Worshi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MwvEGcjLB4&list=RDNkT3Gl5w5Es&index=4

耶稣是我的好朋友
Yē sū

shì wǒ de hǎo péngyǒu,

1, 4
耶稣是我 的好 朋友，

2, 6
耶稣是我 的好 朋友，

Yēsū shì wǒ de hǎo péngyǒu,

Yēsū shì wǒ de hǎo péngyǒu,

好 朋友 花 时间在一起，

好 朋友 一定 帮助 我，

hǎo péngyǒu huā shíjiān zài yīqǐ,

hǎo péngyǒu yīdìng bāngzhù wǒ,

好 朋友 一同 彼此聆听，

好 朋友 一同笑 哈哈，

hǎo péngyǒu yītóng bǐ cǐ língtīng,

hǎo péngyǒu yītóng xiào hāhā，

耶稣是我 的好 朋友，

耶稣是我 的好 朋友，

Yēsū shì wǒ de hǎo péngyǒu,

Yēsū shì wǒ de hǎo péngyǒu,

3, 5, 7
耶稣是好 朋友，
Yēsū shì hǎo péngyǒu,

我相信 你的应许，
wǒ xiāngxìn nǐ de yīngxǔ，

为了我你舍命
wèile wǒ nǐ shěmìng

做我 的朋友。
zuò wǒ de péngy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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