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课·失落的钱币

失落的钱币
恩 典

上帝将祂的爱赐给我们

参考资料
路15：8-10；《天路》第58-163页

存心节
“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耶31:3）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知道：在上帝看来，他们是珍贵和重要的。
感受：因上帝眷顾他们而感到快乐。
回应：告诉上帝，他们愿意完全属于祂。

主题信息
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十分珍贵重要的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一为妇人丢了一个硬币。她四

恩典，没有人能把它夺走，我们也

处寻找，打扫屋子，最终找到了。

永远不会失去它。

她非常高兴，于是便将这件事情告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诉她的朋友和邻居，邀请他们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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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同住。祂的爱是一种赐给我们的

“这比喻也和前面一个相同，

她一起庆祝，分享她的快乐。

都是讲到丢失了东西，都是必须经

这是关于恩典的教导

过一番适当的寻索，方可找回来而

上帝爱我们，祂不断寻找、拯

为之大大欢喜。但这两个比喻却代

救我们，使我们可以快乐地与祂永

表两等不同的人。迷失的羊知道自

恩典·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欢

持续时间

活

动

迎

A．种子发芽

预备活动

＜10分钟

B．寻宝游戏
C．开心、不开心的脸

赞美•祈祷
圣经课程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听他们
无
分享开心或不如意的事。

＜10分钟

＜20分钟

上星期的种子和器皿；(备
选﹕尺、胶带、丝带或电线
胶带、黑板、油性笔)
真或假的硬币
纸碟或大圆盘，一面画有
开心的脸孔，另一面画有
伤心的脸孔、油性笔

*“赞美•祈祷”，部分可
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体验故事

硬币或圆形的纸、蜡烛、
玩具扫帚(备选)

圣经研究

圣经

存心节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寻找硬币

十个相同价值的硬币

信息分享

＜15分钟

一起制作硬币

蜡笔，颜色笔或油性笔、
剪刀、硬币图案

己是失迷了。它已经离开了牧人和

教室布置

羊群，但它自己不能复返。……失

继续将更多的“羊”、“树木”

落的一块钱则代表那些沉溺于罪恶

和“丛林”等摆在在地上、或贴在布

过犯之中而对自已情况毫无自觉的

告板上。

人。他们已与上帝隔离，但自己却
不知道。……基督在这个比喻中说
明：甚至连那些不关心上帝之要求
的人，也是祂怜爱的对象。这些人
也是应当去寻找的，好使他们也得
以被引领归回上帝。”（《天路》
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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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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星期
的种子和
器皿
□备选﹕
尺、胶
带、丝带
或电线胶
带、黑
板、油性
笔
□真或假
的硬币

A．种子发芽
在上个星期，我们种了一些种子。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种子
长高了多少。请孩子看他们器皿中的种子。种子应该已长出嫩芽。你
要记录种子长成的高度，以后每星期都要比较种子成长的高度。你可
用胶带或丝带量度。在丝带上用油性笔划上种子长成的高度。在黑板
上画一条底线，将丝带垂直贴在其上，在标记旁写上日期。请孩子每
星期都用新的一条丝带度量种子成长的高度，将它贴在黑板上，做成
一个图表。当第九课“芥菜种”故事讲完后，孩子可将他们的植物带
回家，继续度量。

探讨
说：正如这些种子在阳光和水的供应下成长一样，你也在爱你之
人提供的食物及照顾中成长。让我们一起浇水、把种子放在阳光下。
下一个星期，我们再来看种子的成长。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十分珍贵重要的

你需要：
□真或假的
硬币

B．寻宝游戏
预先见一些硬币藏在教室的某些地方(小心不要让孩子将硬币放进
嘴里)。把一些硬币放在显眼的位置，另一些则放在家具下面。
说：今天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妇人丢失了的硬币。我也丢了一
些钱。你们可以帮助我找回吗？如果你们找到，拿来给我看。请孩子
们寻找。尽量让每位孩子都找到一个硬币。
说：你们做得非常好。让我们数数找到的硬币，看看是不是
都找齐了。大家一起数，如果数目不够，再找。直到所有丢失的硬币
都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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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当你找到硬币的时候，你的感
受如何? (开心，兴奋) 当东西丢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今天，我
们的故事是关于一位妇人丢失硬币的妇人。让我们记住：

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十分珍贵重要的

C．开心、不开心的脸
预先在两个大纸碟或圆纸上各画一个开心的脸和一个不开心的
脸。把它们贴在孩子都能看见的位置。
说：我将会说出一些1词语。当你们听到后，判断这些话是令你

你需要：
□硬币或圆形
的纸

□蜡烛
□玩具扫帚
(备选)

感到开心或是不开心。如果你感到开心，站在开心的脸下。如果你
感到不开心，站在不开心的脸下。（使用以下词语“甜饼干”“生
病”“游泳”“彩虹”“迷路”）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没有人喜欢迷路。但当我们迷
路时，爸爸妈妈一定会寻找、找到我们，不论要花多少时间。这是
因为你们对爸爸妈妈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上帝也不愿意我们迷失。
这使我想到今天的主题信息：

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十分珍贵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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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你需要：
□硬币或圆形
的纸
□蜡烛
□玩具扫帚
(备选)

体验故事
分给每个孩子十个硬币，请他们把
其中一个硬币藏在自己附近。

地、仔细地、一下一下地打扫，把屋子
打扫得一尘不染，为的是要找到她的银
币。

说：你可以成为故事中的妇人。当

突然，她看到一丝闪烁的光！ 她

我说故事时，你可以尝试做出她的动

弯下腰看，把铺在上面的灰尘抹开，

作。

啊﹗是她的银币！ 她找到了！她高兴

说故事

地跑去告诉她的朋友和邻居。“我的银

从前有一个妇人拥有十个银币。这
些银币对她非常重要。有一天，她发
现其中一个银币不见了。为了确定自
己没有弄错，她数了一遍又一遍 （孩
子数他们的硬币） 一, 二, 三, 四,

币啊，我找到失去的银币了！”朋友和
邻居也都替她高兴。
她说：“来！让我们一起庆祝！”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你

五, 六, 七, 八, 九 …没错，只有九

有没有曾经失去了最喜欢的玩具? (让

个！

孩子说出来) 你有没有四处找它呢? 当

这个妇人所住屋子的地面，用干净

你终于找到后，你有什么感受呢? 上帝

的稻草铺着，整座房子只有一扇小窗

就好像那个妇人，我们就好像那个丢失

户，屋内光线十分不足。当她发现一

的银币。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宝贵的。

个银币不见了之后，便想它一定是掉

祂不希望我们丢失了，要记住：

在地上的稻草堆内。但由于屋里没有

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十分珍
贵重要的

多少光线，要找着它是非常困难的。
她首先把灯点上，（给每位孩子
一支没有点燃的蜡烛） 然后开始搜
索硬币。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每一束稻

你需要：

打 开 圣 经 路 1 5 ： □圣经

草，摇一摇，看看有没有闪亮的东西

8-10。指着经文说：今天

掉出来，听听有没有银币落在地上的

的圣经故事就记载在这个地方。大声读

声音。当摇过每一堆稻草，她便把稻

出经文，在需要时解释经文。

草摆在屋外。她拿起扫帚仔细打扫屋
子，希望能找到她的银币。（给每位
孩子一把玩具扫帚或请他们做出扫地
的动作）她手拿着油灯，由屋子的一
端开始打扫，再到另一端。她慢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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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研究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那
个妇人把什么丢了? 她怎样找到它的?
当找到它的时候，她做了什么? 在上帝

恩典·

眼中，凡不认识祂的都是失丧了的

大声读出这句经文：“上帝说：我

人。但上帝爱每一个人，祂一直寻

以永远的爱爱你。”然后按照以下

找那些失丧的人。祂希望他们成为

的指示教存心节。

属于祂的人，在天国里与祂同住。
要记住……

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十
分珍贵重要的

存心节
打开耶31:3，然后说：我们在

根据下列动作背诵这节经文：
上帝说：…………………向上指。
我以永远的爱…………伸开双手。
爱你。…………………拥抱自己。
耶31:3………………合掌后分开。

你需要：
□圣经

重复几次，直到孩子可以在没
有帮助的情况下，说出存心节。

上帝的话语中找到今天的存心节。

赞美和祈祷
交

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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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些有关帮助他人的诗歌。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中的故事。

捐

献
说﹕在上帝眼中，我们是重要和珍贵的。因为祂爱我们，我们

愿意把捐款奉献给祂。

祈

祷
孩子重复你的说话﹕主耶稣，谢谢你，因为对你来说，我们是

重要和珍贵的。我们爱你。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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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寻找硬币
你需要：
□十个同
等价值的
硬币

把孩子分成十人一组。 每组都

说：不要紧吧，我相信他/她没

要有一个成年人带领。分给每个成

事的。我们不需要为不见了一人而

年人组长十个硬币。说：我们将玩

担忧。我们仍然有九个人啊。给时

一个游戏，我有十个硬币。你们看

间让孩子提出反对。说：好吧，让

到了吗？现在，请你们闭上眼睛。

我们一起寻找他/她。每个人都去寻

孩子闭上眼睛。拿走其中一个藏起

找那个不见了的孩子。

来。
说：现在张开眼睛，看看硬
币，你们看见什么。(其中一个不

起庆祝吧。

见了)

探讨

说：你说得对。其中一个硬币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

不见了。不要紧，我们还有九个。

问：如果一个硬币不见了，你会着

给孩子时间回应。

急吗？如果一个小孩不见了，是不

说：好，既然你们不赞成只有

是或多或少会着急呢？如果有人迷

九个，那么你们去找回那个失去的

失了，谁会着急呢？(耶稣) 耶稣所

硬币吧。你认为它会在哪里呢? 给

说的这个丢失硬币的比喻说明了每

孩子时间把它找出来。

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重要、珍贵

说：你们做得非常好。现在我

的。比喻中的硬币代表每一个人，

们要找人而不是找硬币。把孩子恢

包括你和我。就像故事里那个丢失

复原先的十人小组。说：现在闭上

了的硬币对妇人一样重要。所以记

眼睛。成年人组长轻拍组内其中一

住今天的主题信息：

个孩子的肩头，然后和他一起走出
去藏起来。
说：张开眼睛。你们看看自己
的小组有什么不同？(其中一人不
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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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看！我们找到他/她了。是
不是很美好呢？不如我们为这事一

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十
分珍贵重要的

恩典·

信息分享
一起制作硬币

我们非常挂念他们。分配物品和给

预先复印硬币图案。

予孩子足够时间去做。

说：每人在上帝眼中都是重要

探讨

性笔

和珍贵的，所以当我们不参加安息

问：你们所做的硬币十分美

日学时，祂会挂念我们；就像老师

丽。这些硬币要送给没有来到这里

想念你们一样。有时我们因为身子

的孩子。你将把硬币送给哪一位没

不舒服而不能来。但我们可以让他

有出席的孩子呢？这个下午或是下

人知道：他们对我们来说是重要、

星期，你们可以把硬币寄出去。记

珍贵的，正如我们在上帝眼中是

住：我们所有人都是珍贵、重要

重要的一样。让我们为那些不能来

的。让我们一起说今天的主题信

安息日学(或教会)的人做一个“硬

息：

币”，告诉他们：当他们不在时，

结

你需要：
□蜡笔
□彩笔或油
□剪刀
□硬币图案

在上帝眼中，我们是十
分珍贵重要的

束
唱一首相关的歌作结束。让孩子跟着你说每句祷词：谢谢主耶稣

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眼中是重要和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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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失落的钱币
参考资料

你曾经丢失了最喜欢的玩具吗? 你是不是四处寻找它呢？你失去了

可15：8-10；

的玩具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一个比喻中，那个丢失的硬币一样。

《天路》
第158-163页

存心节
“上帝
说：我以永远
的爱爱你。”
（耶31:3）

主题信息
在上帝眼
中，我们是
十分珍贵重
要的

从前有一个妇人拥有十个银币。

她高兴地跑去告诉她的朋友和邻居。

天，她发现其中一个银币不见了。为

“我的银币啊，我找到失去的银币

了证实自己没有弄错，她数了一遍又

了！”朋友和邻居也替她高兴。她

一遍。依然只有九个！

说：“来！让我们一起庆祝！”

这妇人所住的屋子，地面被铺

上帝就好像这位妇人，我们

上一层干净的稻草。屋内只有一扇小

就好像那个银币。我们对祂来说十分

窗户，所以光线并不充足。当发现一

重要，以致祂不希望失去我们。祂会

个银币丢失后，她想它一定是掉在地

寻找我们，因为祂希望我们属于祂。

上的稻草堆里。由于她的房屋光线不

祂希望我们帮助祂，寻找那些未认识

足，所以要找到它有一定的困难。

祂的孩子或父母们。祂希望所有人永

这个银币对她来说十分重

远与祂住在天国里。

要，因为这是她的结婚礼物。目前最

不久的将来，耶稣将回来接

重要的事就是要找到这个银币，其它

我们与祂同住。我们将在天国与祂同

的事可以暂时搁置。

坐，听祂说故事。对于那些选择属于

于是她把灯点上，开始搜索。
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每一束稻草摇一
摇，看看有没有闪亮的东西掉出来，
听听有没有银币落在地上的声音。当
每一堆稻草堆都被摇过之后，她便把
稻草摆在屋外，拿起扫帚仔细打扫屋
子，希望能找到她的银币。她手拿着
油灯，首先由屋子的一端开始打扫，
再到另一端。她慢慢地、仔细地一下
一下地打扫，把屋子打扫得一尘不
染，为要寻找她的银币。
突然，她看到一丝闪烁的光！
她弯下腰看，把铺在上面的灰尘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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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啊！是她的银币！ 她找到了！

这些银币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有一

耶稣的人，天国是一个特别的地方。

学生本

亲子时间
安息日
本周的每一天一起读本课故事，使用
以下动作复习存心节：
上帝说……………………向上指。
我以永远的爱………………伸开双手。
爱你。……………………拥抱自己。
耶31:3…………………合掌后分开。

星期日
与你的孩子一起看故事中的图片。感
谢耶稣对你的爱，告诉祂你希望属于祂。
把“硬币”送给没来教会的人。告诉他
们，在你眼中他们是非常重要和珍贵的。

星期一
请你的孩子帮忙打扫地板。当他/她打
扫时，提醒他那位丢了硬币的妇人是怎样
仔细地打扫地板，来找回自己的硬币。感

藏起一个硬币。请孩子把它找出来。需要
时可给予帮助。其后轮到你寻找藏起的硬
币。和孩子一起再数一数硬币的数目，确
定是十个硬币。

星期四
如果可行，邀请一些孩子来与你的孩
子一起玩捉迷藏。每次把一些小物品藏起
来，让孩子找出。最后一起唱感恩的诗歌
或一起吃些特别的食物来庆祝。

星期五
在家庭聚会前藏十个硬币。帮助孩子
用图画说出故事。邀请其它家人一起寻找
被藏的硬币。一起再数点数目，确定全部
找回。然后吃一些特别的食物来庆祝。当
你们祈祷时，感谢耶稣爱你的一家。

谢耶稣赐给你一个家庭。

星期二
和你的孩子玩“捉迷藏”游戏。找到
后，大声地说：“我找到你了！”拥抱你
的孩子，让他们知道他们对你的重要性。
分享一件丢失的东西又被找回的快乐事
情。在上帝眼中，我们是重要和珍贵的。

星期三
与你的孩子玩“寻找硬币”的游戏。
数出十个硬币，请你的孩子闭上双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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