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课

赞美的队伍
敬

拜

因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赞美祂

参考资料
路加福音19:28-40;《历代愿望》第569-579页
存心节
“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路加福音19:38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晓得：赞美耶稣是件美好的事。
感受：为耶稣所行一切美好的事而感恩。
回应：唱诗赞美耶稣。
主题信息
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是在敬拜祂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在三年里，耶稣的朋友与
祂同行，目睹祂怎样使瞎眼的看
见，聋耳的听见，有病的得医
治。耶稣的朋友爱祂，因为祂很仁
慈。有一天，人们为祂组织了一支
特别的队伍。他们喊出祂所行的善
事，赞美耶稣的良善。

这是一个关于敬拜的教训
赞美上帝是每一个知道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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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良善的人的自然反应。当我们
带着感恩的心去唱诗，当我们在祷
告中告诉祂我们因他的大爱而快乐
时，都是在赞美祂。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基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
是在七日的第一日。”《历代愿
望》第569页。
“世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
欢庆的行列……那经祂医好的瞎

敬

拜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

2

预备活动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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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钟

Ａ.棕榈枝

--绿色纸，铅笔，剪刀，
胶水或胶带，树枝或圆棒

Ｂ.赞美的歌

--录音机，空白录音带，
赞美诗歌的音乐

C .花环

--色纸，剪刀，打孔器，
绳子或丝线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圣经课程

＜20分钟

--体验故事

--驴子道具， “赞祂，赞
祂”的诗歌，人造花／真
实花环或纸制的棕榈枝、
手帕，彩色的布或浴巾
--圣经

--圣经研究

3

4

--圣经
--存心节
课程应用

＜15分钟

赞美的队伍

没有

信息分享

＜15分钟

棕榈叶赞美

--棕榈枝或棕榈叶图案，
绿色美术纸，记号笔，剪
刀

子在前头引路，祂所治愈的哑巴扬
起极宏亮的声音欢呼和散那。祂所
医好的瘸子快乐跳跃，手拿折取来
的棕树枝在救主前头挥舞，显得最
为活跃了。孤儿寡妇因耶稣向他们
所施的仁慈而颂扬祂的名。祂所洁
净的长大麻风的人，将他们洁白的
衣服铺在路上并尊祂为荣耀的王。
那些因听见祂声音而复活的人也在
群众之中。那身体曾在坟墓里腐烂
过的拉撒路，现在却容光焕发眉飞

色舞地牵着救主所骑的牲口。”
《历代愿望》第572页。
想一想耶稣曾为你做过的
事，你要怎样与小孩们分享这个赞
美的态度呢？

教室布置
利用第七课所做的道路及驴
子道具。加一座拱形的城墙。放一
些像棕榈一样的树枝或在墙上画上
棕榈树。

89

第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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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棕榈枝
协助小孩把他们的手形描在绿色纸上，共四
次。帮助他们把手印剪出，用胶水或胶带贴在一根
预先准备的30厘米长的树枝或圆棒上，成为棕榈枝
(每边露出两个手掌)。
或者将绿色纸对折，用剪刀把开口那边的角剪
成圆边。然后，让小孩用剪刀在开口那边轻轻切开
一道道缝边。告诉他们不要在折叠那边切开。接着
他们可将棕榈枝用胶带贴在一枝树枝或圆棒上。这
个棕榈枝可以在体验故事中使用。

你需要：
□绿色纸
□铅笔
□剪刀
□胶水或
胶带
□树枝或圆
棒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你可否
轻轻摇动一下你的棕榈枝呢？在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圣经故事里，
一些大人和小孩摇动着棕榈枝赞美耶稣。棕榈枝表示胜利或得胜的
意思。人们要敬拜祂并祝福他得胜，他们也要因耶稣为他们所做的
事情而赞美祂。你知道吗……？
			

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是在敬拜祂
我们一起读。

B.赞美的歌
当小孩子们在唱他们最喜爱的歌时，把它录下
来，并放给他们听。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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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
□录音机
□空白录音
带
□几首赞美
诗的音乐

服第九课
務
应）问：耹听你们自己的歌声是否很有趣呢？你觉得耶稣听到你的
歌声了吗？我们的歌声是否会令耶稣开心呢？你想赞美祂吗？今天
我们将会听到一个关于小孩和大人唱歌赞美耶稣的圣经故事。我们
也可以唱歌赞美祂的。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是在敬拜祂
我们一起读。

C.花环
首先，剪出许多不同颜色的纸花图案，并在中
间位置钉一小孔。让小孩轮流用线把花环串起来。
在末端上打结并将花环挂在驴子道具的头上。

探讨

你需要：
□剪刀
□不同颜色
的纸花图
案
□打孔器
□绳子或纱
线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子有足够的时间
回应）问：你享受制作花环的过程吗？能不能告诉
我，在哪里可以见到人们用真花制作像这样的花环
呢？（太平洋岛屿上）在那些地方，把花环挂在
别人的颈上，是为了尊崇他。今天我们将会听到一个圣经故事，讲
到一些小孩和大人们可能就是用花去赞美耶稣。我们也可以赞美耶
稣。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是在敬拜祂
我们一起读。

＊

附注：祷告和赞美在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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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圣经课程
读或讲出故事
你需要：
*驴子道具
(第七课)
*“赞祂，
赞祂 ”
（小小声音
赞美 祂 第
221首）
*布或浴巾
*人造花或花
环(预备活动
C中所制作
的)
*真实或纸制
的棕榈枝（
可选的－预
备活动Ａ中
所制作的）
或手帕

92

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路走着。
耶稣在前头，边走边思考。祂知
道这是个重要的时刻，要让人们
知道，祂就是弥赛亚——就是上
帝从天上差派下来，拯救世界的
那一位。
耶稣和朋友们向着耶路撒冷
城前进。突然间，耶稣停下来，
对两位门徒说：“进入那边的村
子里，你将会见到一匹驴驹拴在
那里。从来未曾有人骑过它。可
将它松开带来给我。若有人问你
们要做什么，只要说：‘主要用
它！’”
耶稣需要驴驹，因为祂将要
施行先知所说弥赛亚要做的事。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谦
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
驹子。”（撒迦利亚书９:９）
在那时代，国王骑着最高
大的马匹进城，他们要让所有人
知道他们就是王。他们要人们畏
惧。耶稣也要每一人知道祂就是
君王，但祂却骑着一匹小驴子进
城。耶稣绝对不会让人们畏惧祂
的，即使祂是全世界的王。
门徒照着耶稣的要求赶紧
去做。一进入村子他们就发现一
头幼小驴子，正如耶稣告诉他们
的。当他们要解开它时，主人就
问他们要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
所说的回答：“主要用它！”于
是他们就将这头小驴驹牵走了。
因为没有鞍，门徒就将他们
的外衣铺在驴驹背上，让耶稣坐

在上面。或许是拉撒路，就是耶
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牵
着耶稣所骑的驴驹。
往耶路撒冷的路拥挤不堪，
父亲们将他们的孩子放在自己的
肩上，好让他们看见耶稣。母亲
们则是踮着脚尖观望。这些人中
有些是耶稣医治过的──他们曾
经是瞎子、聋子、生病的和瘸腿
的。他们很高兴能够赞美耶稣。
人们开始脱下他们的外
衣，铺在路上，好让驴驹走在上
面。（小孩子将布或浴巾铺在地
上）。他们折下棕树枝挥舞着
（小孩挥动棕树枝或手帕）。他
们将花拋在地上，让耶稣从上面
经过（小孩子们洒花或把花环挂
在“驴子”的颈上）。
人们也开始大声说：“奉
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奉
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
（小孩子们也大声说两次）人们
一边走一边大声欢呼，唱诗赞美
耶稣。（小孩们唱“赞祂！赞
祂！”一次）他们为着一切所见
美好的奇事而赞美上帝。
有些宗教领袖非常不高兴，
他们知道人们称耶稣为弥赛亚。
“夫子！”他们在路旁大声叫喊
着，“让这些人停止欢呼！”
耶稣忧愁地看着这些宗教
领袖。祂知道他们并不相信祂就
是真正的弥赛亚，反而恨恶祂。
耶稣回答说：“我不会禁止他们
的！要是他们闭口不言，路旁的
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
这时人们知道耶稣就是弥赛

服第九课
務
亚──上帝所差派来的。这是人
们必须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相
信耶稣吗？
那时人们赞美耶稣是件很美
好的事。现在当我们同样来赞美
耶稣，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当
我们唱诗赞美耶稣并告诉祂我们
是多么爱祂时，就是在敬拜祂。

市呢？人们怎样赞美耶稣？耶稣
说如果人们不赞美祂会怎样呢？
你今天要怎样赞美耶稣呢？要记
住：

探讨

存心节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猜猜
当人们见到耶稣骑着驴驹时有什
么感想？当那些宗教领袖听见人
们在赞美耶稣时，他们会想些什
呢？你觉得当耶稣骑着驴驹进入
耶路撒冷时，祂又会怎样想呢？
你愿意赞美耶稣吗？你可以
怎样赞美耶稣呢？记得我们的主
题信息吗？让我们一起读：
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是
在敬拜祂

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是
在敬拜祂
我们一起读。
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19:38
说：这是我们找到的今天的存心
节。大声朗读：奉主名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依照下面动作教这节经文：
奉主----------- 指着上面

名------------- 指向嘴

圣经研究

来的----------- 双手朝自己移
动

请打开你的圣经路加福音
19:28-40。指着经文说：在圣经
里我们能找到今天的故事。大声
朗读，如有需要，进行解释。

王------------- 双手举起，好
像戴皇冠的样
子

探讨

你需要：
（ 当 你 提 问 *圣经
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的时间回应）问：耶
稣分配给两个门徒什么任务呢？
他们在驴驹背上放了什么让耶
稣坐上呢？耶稣要进入哪个城

你需要：
*圣经

是应当称颂的---双手伸直，好
像祝福别人
路加福音
19:38-------

双掌合并，然
后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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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课程应用
赞美的队伍
组织一支赞美的队伍，请同
学排成一直线（可以的话，到室
外），跟着你行走。你说：为着
_______________而赞美耶稣，
并请小孩一个接着一个在这个空
格填上他们自己的答案（例如：
“我的父母”、或是“我的狗”
或是“阳光”等等）。

探讨

们可以为着什么来赞美耶稣呢？
我们可以为着耶稣给我们的一切,
为着祂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为着
祂是宇宙君王,上帝的儿子和我们
的朋友而赞美祂。
我们可以藉着祷告、感谢赞
美祂，藉着唱诗赞美祂。我们还
可以藉着我们的言行赞美祂。当
我们去赞美祂时，人们就会见到
耶稣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一起读
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你喜
欢成为赞美队伍的一分子吗？我
们可以在什么时候赞美耶稣呢？
你想想当耶稣听见我们赞美祂的
声音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

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是
在敬拜祂
我们一起读。

信息分享
棕榈叶赞美

你需要：
*棕榈枝（来
自预备活动
A）或棕榈叶
的样式图
*绿颜色的纸
*美术用品
*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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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在预备活动Ａ中制作的
棕榈枝，或者，如果小孩子没有
制作棕榈枝，就把棕榈叶图案复
印在绿色美术纸上，然后剪下。
当小孩子唱“赞祂！赞祂！”
（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21首）
时，请他们摇动手上的棕榈枝或
棕榈叶。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你喜
欢唱歌赞美耶稣吗？把棕榈枝或
棕榈叶带回家中，与别人分享赞

美诗，向他们表达你有多么爱耶
稣。你可以告诉他们很久以前人
们赞美耶稣的故事，并告诉他们
现在我们可以怎样赞美祂。告诉
他们为什么你会赞美耶稣。请记
住：
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是
敬拜祂。
我们一起读。

结

束

为小孩子能在整个星期里赞
美耶稣，并与别人分享赞美耶稣
的诗歌而祷告。

服第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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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生日祝福或特别事项。

颂 赞		
“赞祂，赞祂”（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21首）
“赞美你的上帝”（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24首）
“赞美耶稣”（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22首）
“耶稣是我最好朋友”（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18首）
“制作音乐”（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20首）

圣

工

唱歌赞美耶稣是不是很有趣呢？世界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认
识耶稣，所以他们不能赞美祂。让我们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信
息，这样他们也可以赞美祂。
讲一个儿童圣工故事。

捐 献
今天你带来的奉献也是敬拜耶稣的另一种方式。这些金钱
会用来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信息，这样他们也可以赞美祂。

祈 祷
让小孩子说出他们要为哪些事赞美耶稣。邀请小孩自愿祷告，
并以一个简单的祷告结束：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今天赞美祢，因为
祢爱我们，对我们何等友好。我们爱祢。奉主的名，阿们！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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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课

学生本

赞美的队伍
参考资料
路加福音
19:28-40
《历代愿望》
第569-579页

存心节
“奉主
名来的王是
应当
称颂的！”
路加福音
19:38

主题信息
当我们赞美
耶稣时，
就是
在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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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为什么事感谢耶稣呢？你怎样向祂表示你对祂的爱呢？很久
以前，人们组成一支队伍、拿着棕树枝、用极大的欢呼声来赞美祂。
耶稣和朋友们向着耶路撒冷
城前进。突然间，耶稣停下来，
对两位门徒说：“进入那边的村
子里，你将见到一匹驴驹拴在那
里，从来未曾有人骑过它。你们
可以将它松开带来给我。若有人
问你们要做什么，只要说：‘主
要用它！’”耶稣需要驴驹，因
为祂将要施行先知
所预言弥赛亚要做
的事。“你的王来
到 你 这 里 …… 祂
是谦谦和和地骑着
驴，就是骑着驴
的驹子。（撒迦利
亚书9:９）在那时
代，国王是骑着高
大的马匹进城，要
让人们都知道他们
是王，也要让人们
都畏惧。耶稣也要让每个人知道
祂就是君王，但祂却骑着一匹小
驴子进城。耶稣绝对不会让人们
畏惧祂的。门徒只知道将要发生
极不寻常的事。所以，当耶稣提
出要求时，他们就赶紧去办了。
一进入村子后，他们就发现一匹
驴驹，就是一头幼小驴子，正如
耶稣告诉他们的。当他们要解开
它时，主人就问他们要做什么，
门徒照着耶稣要求的回答说：
“主要用它！”。所以他们就将
这头小驴子带来交给耶稣。因为

没有鞍，门徒就将他们的外衣铺
在驴驹的背上。往耶路撒冷的路
拥挤不堪，父亲们将他们的孩子
放在自己肩上，好让他们看见耶
稣。母亲们则是踮着脚观望。这
些人中有些是耶稣医治过的──
瞎子、聋子、有病的和瘸腿的。
人们开始将他们的外衣铺在
路上，好让驴驹走在
上面。（在那个时
代，这是人们为君王
所做的）人们也开
始大声说：“奉主
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
的！奉主名来的王是
应当称颂的！”人们
一再地大声欢呼，唱
诗赞美耶稣。一些宗
教领袖在一旁观望
着。他们知道人们
称耶稣为弥赛亚，心里就厌烦。
“夫子！”他们在路旁大声喊
叫，“让这些人停止欢呼和歌颂
吧！”
耶稣忧愁地看着这些宗教
领袖。他知道他们并不相信祂就
是真正的弥赛亚，他们恨恶祂。
耶稣回答说：“我不会禁止他们
的！要是他们闭口不言，路旁的
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这时
人们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上
帝所差派来的。这是人们必须做
选择的时候，他们相信耶稣吗？

学生本

第九课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让孩子骑在上面。

在这星期的每一天，与孩子一起
阅读圣经故事，并且复习存心节。
奉主-------------指着上面
名---------------指向嘴
来的-------------双手朝自己移动
王---------------双手做出戴皇冠
的样子
是应当称颂的-----双手伸出做祝
福状
路加福音19:38----双掌合并，然后
打开

星期二
帮孩子找一块石
头，说：“如果
我们不称颂耶
稣，
连石头
都会欢
呼。”当家人唱赞美诗时，让他抱住
石头。

星期日
读路加福音19:28-40，当读到人
们赞美歌颂耶稣时，稍微停顿，让你
的孩子说：“是的，为耶稣！”帮助
孩子在纸上写着“谢谢祢，耶稣”，
然后，把纸放在容易看到的地方。每
天帮助你的孩子在上面添加一件感恩
的事，可以让他们在纸上写字、画画
或画一张笑脸。
星期一
提醒你的孩子把在安息日学上做
的叶子或棕树枝送给别人。(或是用一
张绿色纸裁剪成一个树叶的形状，在
上面写“当我们赞美耶稣时，就
是在敬拜祂”帮助他们讲述圣经
故事。如果可能
的话，在这星期
带孩子去看马、或
驴子。如果没办法，
就把自己当成一匹驴，

星期三
写一首“称颂耶稣”的启应式
祷告辞，你说：“我们可以随时赞美
耶稣吗？是的，我们可以在任何时
侯称颂耶稣。当我们坐着的时候要
怎样？”（孩子坐着说：“称颂耶
稣！”）“当我们站着的时候呢？”
（孩子可以站着，说：“称颂耶
稣！”）接着用跪着、歌唱、跳跃等
继续下去。
星期四
带孩子到外头，找三件你想用来
称颂耶稣的东西，然后歌颂赞美祂。
教孩子一些赞美诗词。
星期五
与你的家人表演圣经故事。用领
巾或树枝当成棕树枝。让你的孩子说
一说在这星期之中他们所做的“谢
谢祢，耶稣”的事件清单，为其中的
每一项事情向耶稣祷告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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