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课

拉撒路，出来吧！
恩

典

上帝使我们成为祂家里的一分子

参考资料
约翰福音11:1-44;《历代愿望》第524-536页
存心节
“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约翰福音11:5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晓得：耶稣关心、爱护每一个人。
感受：确信无论何种境况，耶稣都知道怎样才是最好的。
回应：在任何事上都要相信耶稣。
主题信息
耶稣所做的，都是对我们最有益的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耶稣有三个特别的朋友──
马大、马利亚和拉撒路。有一
天，拉撒路病了，他的姐妹们派
人去找耶稣，但祂并没有立即就
到。拉撒路死了。耶稣到的时
候，祂使拉撒路复活。马大、马利
亚和拉撒路再次欢喜快乐，每一个
人都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

因着主耶稣的恩典，祂让拉
撒路再次活过来，并将他交还给
他的家庭。当我们接受祂的恩典
时，祂同样在我们身上成就作为
──祂赐给我们新生命并且欢迎我
们成为祂家里的一分子。耶稣为我
们所做的都是对我们最有益的。虽
然有时不是我们所想的，但祂的计
划是最好的。

这是关于恩典的教导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但基督想到的，不仅是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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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典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

预备活动

活

动

＜10分钟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圣经课程

＜20分钟

Ａ.裹住

--白色卫生纸

Ｂ.手指偶

--手指偶图案，纸，美术
用品，剪刀，胶带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体验故事

--清涼的湿布，橱柜或毛
毯和枱子，一卷卫生纸，
圣经时代的服饰，小孩子
演员

--圣经研究

--圣经

--存心节

--圣经，手指偶或记号笔
--各种图片或物件，袋子
或箱子

2
3

4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孩子 无
们，聆听他们开心
或烦恼的事情。

课程应用

＜15分钟

为了你的好处

信息分享

＜15分钟

“耶稣以最好的方 - - “ 耶 稣 以 最 好 的 方 式
式爱你”
你”心形图案，纸，美术
用品，蜡笔

在伯大尼所爱的朋友，还要考虑
到给门徒的教育……为了他们的缘
故，祂让拉撒路死去。假如祂先医
好了拉撒路，那么，那足以证明祂
神性的奇事就不能实施了。”
“当时耶稣若在拉撒路的病
房里，拉撒路就不至于死，因为撒
但不能胜过祂……基督知道，在她
们望着自己兄弟的遗容时，她们对
救赎主的信心要受到极大的考验。
但祂知道，经过这次考验，她们的
信心必更为坚强有力。他们所经历
的痛苦，基督都默默地承受了。

祂的爱心并不因这次的耽搁而稍减，
祂知道，为了她们，为了拉撒路，为
了祂自己和门徒，祂将要得到一次胜
利。”《历代愿望》第528页。
“基督没有为拉撒路哀哭，因
为祂即将叫他从坟墓里出来。祂之所
以哭，是因为许多现在为拉撒路哀哭
的人，不久将要谋害那掌握生命和复
活大权的主。”《历代愿望》第533
页。

教室布置
像上周一样，将房间布置成一个
以色列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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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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他们的快乐或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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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最适合你们的活动。
你需要：
□白色卫生
纸

A.裹 住
让小孩子轮流互相用卫生纸裹住对方身体，从头到脚。当心不
要缠绕得太紧，以免勒住呼吸。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当你这
样被包裹起来，有什么感觉呢？在这个过程中你最喜欢什么呢？你
知道吗，在圣经里的故事有人也像这样被裹着？今天我们的故事是
关于一个被布裹着的人。他的姐妹们很伤心，但耶稣知道一些他们
所不知道的。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耶稣所做的，都是对我们最有益的
			

B.手指偶
提前把手偶图案复印好，给每位小孩。为了让
活动快些完成，在小孩到达前，剪下手指偶，并剪
出穿手指的孔。让小孩把三个手指偶涂上颜色——
马利亚、马大和拉撒路。然后根据手指的大小，用
胶带贴上。他们将在存心节环节使用这个手指偶。

探讨

你需要：
□手偶图案
□纸
□蜡笔或记
号笔
□剪刀
□胶带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子足够的时间回应）
问：你的手指偶叫什么名字？让我看看怎样使它活
动。马利亚、马太和拉撒路是真实人物，他们是兄弟姐妹。今天就要
讲关于他们的故事。马利亚和马大很伤心，但耶稣知道要做什么。今
天的主题信息是：

耶稣所做的，都是对我们最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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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第八课
務

赞美和祈祷

＊

交 谊
分享刚才听到孩子们开心或烦恼的事，复习上星期的存心
节和教导。欢迎和介绍来宾，宣布予生日祝福或特别事项。

颂 赞		
“神真美好”（小小声音赞美祂，第88首）
“耶稣爱我”（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02首）
“伤心或喜乐”（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71首）
“耶稣的朋友”（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54首）

圣

工

说：上帝用很多方法将最好的东西给家里的成员。其中
一种方法就是差派布道士到世界各地，告诉人们关于上帝的信
息。今天我们会听到（儿童圣工故事里的一个人名）的故事，
他（她）就是一位上帝所差派的布道士。           
讲一个儿童圣工故事。                         

捐 献
我们可以一直相信上帝会供给我们所需。当我们带着奉献
来到安息日学时，就是在与他人分享上帝供给我们的东西。

祈 祷
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请祢帮助我们，使我们
无论在什么境况，都要信靠祢。感谢祢总是为我们预备最好
的。阿门！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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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课

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清涼的湿布
*橱柜或毛毯
和桌子
*一卷卫生纸
或薄纸
*预备活动B
的手指偶（
可选择）
*圣经时代的
服饰
*小孩子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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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预备一块清涼的湿布、
一个坟墓(橱柜或把一张毛毯盖在
桌子上)、手指偶（备选）和卫生
纸。请一些小孩自愿上来扮演马
利亚、马大、拉撒路和耶稣。当
你讲述故事时，拉撒路可以在小
孩子面前躺下，而马利亚和马大
坐在他身旁。

读或讲出故事
马利亚惊恐地看着她的姐
姐，马大。她温柔地说：“我期
盼耶稣在这里。如果耶稣在这
里，祂一定会医治好我们的兄
弟，拉撒路。”
马大将布中的冷水拧干，
平放在拉撒路的额头上。（将布
放在“拉撒路”的额头上。）这
两位姐妹非常伤心，她们一致决
定：“让我们差一位送信的人去
见耶稣，请求祂来这里，医治我
们的兄弟。”
在等待耶稣的同时，马利亚
和马大，想尽办法让拉撒路感觉好
些。但是，他越来越虚弱。最后，
拉撒路去世了。他的姐姐们用裹尸
布将他包裹好，放在坟墓里。(让
小孩子用卫生纸把志愿者包裹起
来，然后放入“坟墓”里)
很多朋友来安慰马利亚和
马大，并和她们一起哀哭。每一
个都很伤心，都很挂念拉撒路。
（小孩子们发出伤心的哭泣声）
“耶稣在哪里？”马利亚发
出悲叹的声音，（马利亚站起来
哭喊）“为什么耶稣不来医治我

的弟弟呢？祂曾医治很多人，如
果祂在这里，一定也能治好拉撒
路的！”
门徒猜想耶稣必定立刻到拉
撒路的家，但是，祂并没有这样
做。在这两天里，祂仍然医治和
帮助其他人。最后，当耶稣去见
马利亚和马大的时候，马大哭着
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
我的兄弟必不至于死！”
耶稣安慰马大说：“你兄弟
将要再次活过来。”
于是，马利亚和马大带耶
稣到埋葬拉撒路的洞前，众人都
跟着他们。一块大石头挡在洞门
口。耶稣停下来。祂伤心得哭
了。突然，耶稣命令说：“将石
头挪开。”马大吩咐仆人将石头
挪开，因为这是耶稣所吩咐的。
（小孩子们可以打开橱柜门或把
在桌子上的毛毯掀开）
（当耶稣祷告时，请小孩子低
头）耶稣祷告：“父呀，感谢祢，
因为祢已经听我祷告，我也知道祢
常听我祷告，但我说这话，是为周
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祢差了
我来。”
然后耶稣大声说：“拉撒
路！出来！”（“拉撒路”从
“坟墓”里出来）
有人指着洞口大声喊道：
“看！”。拉撒路在洞口！他站
起来了！他坟墓中走出来，正如
耶稣所说的，拉撒路又活过来
了！
耶稣说：“解开他身上的
布！”（小孩子们把包裹着的卫

服第八课
務
生纸拿下）
马利亚和马大高兴地跑向拉
撒路，拥抱他。（马利亚和马大拥
抱拉撒路）每一个看见的人，现在
都知道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了。
这时门徒才知道为什么耶稣
不在那时立即前来医治拉撒路。
祂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好向世人
表明祂实实在在是上帝的儿子。
我们要相信耶稣所做的总是最好
的——对他人、对我们都是最好
的。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说：为什么
马利亚和马大对耶稣这样失望呢？
耶稣过了多久才到拉撒路那里？祂
在这段时间做了什么？耶稣使拉撒
路复活，你觉得拉撒路会有什么感
想呢？
在耶稣使拉撒路复活后，马
利亚、马大和其他人对耶稣有怎样
的认识？
你最喜欢这个故事的哪个部
分呢？耶稣知道做什么才是最好
的。这使我们想起今天的主题信
息：
耶稣所做的，都是对我们
最有益的
我们一起读。

圣经研究

你需要：
*圣经

打开你的圣经约
翰福音11:1-44。指着经文说：
在圣经里我们能找到今天的故
事。请大声读出38-44节。需要
的话，可以对经文进行解释。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耶稣
对拉撒路的态度怎样？为什么耶
稣要拖延去见拉撒路？为什么要
人们知道耶稣是上帝差来的这么
重要呢？记住我们今天的主题信
息：

你需要：
*圣经

耶稣所做的，都是对我们
		
最有益的
我们一起读。

存心节
打开你的圣经约翰福音
1 1 : 5 。 拿着 圣 经 让小 孩 看 到经
文。说：这是今天我们的存心
节。大声读出：“耶稣素来爱马
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约翰福
音11:5
请小孩子们把手指插进他们
的手指偶中（如果做了预备活动
B），或者用记号笔，在每一个小
孩的三只手指上，画上三个简单
的脸孔。
依照下面的动作，学习这节
经文：
耶稣素来------- 指着上面
爱------------- 紧抱自己
马大----------- 竖起食指
和她的妹子----- 竖起中指
并拉撒路------- 竖起无名指
约翰福音11:5--- 双 掌 合 并 ， 然
后打开
重复几次，直到小孩子们记
住这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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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为了你的好处
你需要：
*各种图片或
物品
*袋子或箱子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
在一个袋子或盒子里，放入
一些图片或物品，代表一些小孩子 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耶
所不喜欢的事物，但他们的父母却 稣是否经常照你所求的应允你的
要给他们或要他们做，因为父母知 祷告呢？有时候祂很快地应允我
道这些都是对他们是最好的（蔬 们的祷告，但有时候要很迟才应
菜、牙刷、药瓶、上床睡觉，等 允，或是不以我们所求的方式，
而是以另一个方式来应允我们。
等）。
说：有时候我们的父母给我 有 时 候 我 们 得 不 到 我 们 所 祈 求
们吃、穿、或做一些我们所不喜 的，因为那对我们不是最好的。
耶稣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
欢的。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
为他们爱我们，而这些对我们是 的。我们可以信靠祂，因为知道祂
最好的。让我们看看我袋子里有 爱我们。你相信耶稣会给你最好
什么，可能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 的东西吗？让我们一起读今天的
些。请一些小孩自愿上来在你的 主题信息：
袋子里或盒子里抽出一幅图画或
耶稣所做的，都是对我们
物件并告诉你代表什么。
最有益的

信息分享
耶稣以最好的方式爱你

你需要：
*“耶稣以最
好的方法爱
你”心形图
案
*纸
*美术用品
*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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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耶稣以最好的方
式爱你”心形图案复印给每一个
小孩。让小孩子装饰图案并涂上
颜色。

爱他们，就像祂爱拉撒路一样，
而且耶稣也愿意帮助他们。让我
们再读一次今天的主题信息：
耶稣所做的，都是对我们
最有益的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你能
否因为耶稣爱你而相信祂会给你
最好的东西吗？那个心上写了什
么呢？把这个心拿回家，并与人
分享，告诉他们关于耶稣与拉撒
路的故事。并且告诉他们耶稣也

我们一起读。

结

束

做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
主耶稣，请祢帮助我们能一直相
信祢会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奉主
的名，阿们！

服第八课
務

手指偶
第八课——预备活动B

“耶稣以最好的方式爱我”
第八课——信息分享

耶稣以
最好的方式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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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拉撒路，出来吧！
参考资料
约翰福音
11:1-44
《历代愿望》
第524-536页

存心节
“耶稣素来
爱马太
和他妹子
并拉撒路。”
约翰福音
11:5

主题信息
耶稣所做的，
都是对我们
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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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经历过所爱的人生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以致快死
了。圣经中有两位姐妹就经历过，她们不想让兄弟死去。
马利亚惊恐地看着她的姐
姐，马大。她温柔地说：“我期
盼耶稣在这里，祂一定会医好我
们的兄弟拉撒路的。”马大将布
中的冷水拧干，将布平放在拉撒
路的额头上。这两位姐妹一致决
定：“让我们差一位送信的人去
见耶稣，请求祂来这里。”
马利亚和马大坐在她们兄弟
床边，想方设法让他
舒服些。但是，似乎
没有任何效果。很快
的，拉撒路去世了。
马利亚和马大哭得很
悲伤。马利亚悲叹
说：“耶稣在哪里？
如果耶稣在这里，
一定能治好拉撒路
的！”
马大的仆人终于
找到了耶稣，对祂说：“拉撒路
病得很严重。”但是，耶稣并没
有立刻到拉撒路的家，仍旧在他
之前教导人的镇上停留了两天。
最后，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拉撒
路死了，我为自己不在那里而欢
喜，这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好叫你
们再有机会相信我。”这时耶稣和
他的门徒才离开，前往拉撒路的
家。耶稣到的时候，马大哭着说：
“主，如果祢早在这里，我的兄弟
必不至于死！”耶稣慈祥地说：
“你兄弟将再活过来，你们将他葬
在哪里？”于是，马利亚和马大把

耶稣带到拉撒路所葬的洞前。一块
大石头挡在洞口。
耶稣站在那里，祂哭了。旁
边有人悄悄地说：“祂是多么爱
拉撒路啊！”突然耶稣说：“将
石头挪开。”马大惊叫：“主
啊，拉撒路已死了四天了！”但
是，她还是吩咐仆人将石头挪
开。耶稣举目望天，祷告说：
“父啊，感谢祢，因
为祢已经听我祷告，
我也知道祢常听我祷
告，但我说这话，是
为周围站着的众人，
叫他们信是祢差了我
来。”然后耶稣大声
说：“拉撒路！出
来！”
每一人都屏气
凝神。耶稣在做什
么？有人指向洞口大声喊道：
“看！”。拉撒路从坟墓中走出
来，正如耶稣所说的，拉撒路又
活过来了！耶稣说：“解开他身
上的布！”于是，马利亚和马大
跑向拉撒路。他们三人喜极而
泣。
这时门徒才知道为什么耶稣
当时不立即前来医治拉撒路。祂
有特别的安排，好向世人表明祂
实实在在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对
我们的生命也有一项计划，我们
要相信祂会为我们做最好的事。

学生本

第八课

亲子时间
安息日

是对你最好的。

在这星期的每一天，与孩子一起
研读本课的故事，同时通过下列的动
作复习存心节：
耶稣素来--------- 指向上面
爱--------------- 紧抱自己
马大------------- 竖起食指
和她的妹子------- 竖起中指
并拉撒路--------- 竖起无名指
约翰福音11:5----- 手掌合并，然后
打开

星期二
领你的孩子
到一座坟墓。使
他回想起耶稣使
拉撒路复活
的故事。说
一说当耶稣再来之时使人再复活的情
景。(见提摩太前书4:16-17)

星期日
与你的孩子谈一谈或看一看你要
他们做的事或吃的东西，这些都是对
他们最好的，即使他们不喜欢(譬如
戴上安全帽，吃蔬菜，准时上床睡觉
等)。说说耶稣为我们行过哪些最美
的事，纵使这可能
不是我们想要
的。感谢耶
稣的爱，
同时感谢
耶稣为你
的家预备了
最好的。
星期一
协助你的孩子与他人分享在安
息日学上所做的心。(或用纸做一颗
心，稍加装饰，写上“耶稣全心全
意爱你”的字样)当他们在分享的时
候，说一说拉撒路得医治的故事。请
耶稣帮助你，使你信靠祂，明白什么

星期三
一起唱“有耶稣在家中”。数一
数家中有多少个孩子？在拉撒路的家
中有多少人？对孩子说：“耶稣所做
的都是对你最好的，即使你一时之间
无法明白。”
星期四
帮助你的孩子背诵存心节。但这
次将你家人的名字放在经节中(耶稣
素来爱[名字]，[名字]，[名字]，和
[名字])问：“你喜欢成为上帝大家
庭中的一员吗？”
星期五
帮助你的孩子与家人一起表演
圣经故事。在一张大桌子底下做一大
洞。用一块湿布作为“拉撒路”额头
上的布，另一些布用来裹住“拉撒
路”。谁来演拉撒路？谁来演耶稣？
家庭敬拜时读一读《历代愿望》5285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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