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课·耶稣的生日礼物

耶稣的生日礼物
敬 拜

我们感谢耶稣降生

参考资料
太2：1,2,10,11，《历代愿望》第55-62页

存心节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林后9：7)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知道：通过给耶稣礼物而敬拜祂，好像博士所作的一样。
感受：像博士一样敬拜耶稣而喜乐。
回应：给耶稣礼物(捐献)。

主题信息
我们向耶稣捐献，就是敬拜祂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东方博士发现那颗特别的星星，

稣，而敬拜祂。当告诉祂我们是多么

就是那颗领他们到伯利恒——婴孩耶

爱祂时，也就是送给耶稣礼物了。

稣所在之处的星。他们长途跋涉来找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耶稣。找到后，博士们就将礼物献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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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样可以通过捐款和将自己献给耶

“从东方来的博士是哲学家，是

耶稣，并敬拜祂。耶稣的母亲马利亚

属于高贵而有势力的阶层。这个阶层

非常惊讶，在心里反复想这些事情。

包括国内的贵族和许多有财富和学识

这是关于敬拜的教导

的人。他们中间有不少人惯于蛊惑民

那些博士来敬拜耶稣，送给祂最

心，诈骗民众，但也有一些正直人，

珍贵的礼物。祂从没有从牧羊人或祂

常爱研究天意在自然界的表现。他们

父母的亲戚，收过这样的礼物。我

的正直和智慧为众人所钦佩。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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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环节

欢

课堂教学概览

持续时间

动

A．令人惊讶的星星

白纸，白色蜡笔，水彩，
画笔，旧衬衣

B．把箱子装满

大箱子，卡纸，蜡笔，颜
色油性笔或铅笔，贴纸，
胶带，礼物

＜10分钟

C．把礼物送给有需要的人

赞美•祈祷

圣经课程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听他们分
无
享开心或不如意的事。

迎

预备活动

活

＜10分钟

社区代表

*“赞美•祈祷”，部分可以
在任何时间进行
体验故事

圣经时代服饰，三份礼
物，婴孩娃娃，星星，桌
子

圣经研究

圣经

存心节

圣经

＜20分钟

课程应用

＜15分钟

献上我们的心为礼物

写有 “我把心献给主”
的大心形纸样，蜡笔或颜
色笔或油性笔，闪粉，胶
水，天使贴纸，牧羊人贴
纸，博士贴纸

信息分享

＜15分钟

香料礼物

糖果棒或有香味的花朵，
彩色丝带

来朝拜耶稣的博士就属于这一等人。”

的全部智慧与才能，慷慨地奉献给那爱我

（《历代愿望》 第 55 面 ）

们、为我们舍己的主。”（《历代愿望》

“博士们属于最先欢迎救赎主的一批
人。他们所奉献的是放在他脚前的第一份
礼物。借着这礼物，他们享有了为救主服
务的何等的权利啊！上帝重视一切出于爱
心的奉献，并使之发挥最高的效能。如果
我们已将心灵献给耶稣，也当奉献礼物给

第 60,61 页 ）

教室布置
把三博士和礼物的图画钉在黑板上、
或将人物娃娃和礼物放在布景旁或“耶稣
诞生”布景箱内。你也可以摆放一棵圣诞
树并用孩子制作的饰物来装饰。

祂。我们应当把世上最珍贵的礼物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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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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纸
□白色蜡笔
□水彩
□画笔
□旧衬衣用来
保护孩子的衣
服

A．令人惊讶的星星
预先用白色蜡笔在白纸上，画出许多的星星，但其中一颗要比其
它的大很多。(当孩子用水彩填色时，星星就会出现。)
说：今天我们将制作一幅十分特别的图画。我们将轮流在这白纸
上填上颜色，看看会有什么出现。让孩子轮着用水彩填上颜色，使每
个孩子都可参与其中。大班：将孩子分成五至六个人一组，并分给每
组白纸，一位成人指导。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当我们在纸上涂色时，有什么发
生？(星星出现) 有没有星星与其它的不同？是哪一颗？当你在夜空
中中，看到一颗又大又亮的星，你有何感受？你会做些什么呢？在今
天的故事里，有一颗特别的星星，这星星将带领那些愿意献给耶稣礼
物的人。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们向耶稣捐献，就是敬拜祂
你需要：
□大箱子
□卡纸
□蜡笔
□颜色油性
笔或铅笔
□贴纸
□胶带
□礼物

B．把箱子装满
说：在这星期里，我们将捐出一些旧东西，送给有需要的人。例
如：衣服、玩具、食物等。今天，我们将把这些物品装进箱子里，送
给他人。向孩子展示被捐对象，以及那个箱子。首先，我们将把这些
带来的物品放入箱子内。请成人导师帮助你在卡纸上写出名字，为卡
纸着色。把卡纸分别贴在箱子的侧面。你也可以先用礼品纸包装箱
子，再贴卡纸。你要先完成活动C，才能完满结束这个赠送计划。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你对我们的礼物盒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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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的东西足够吗？我们可以将物品送给有需要的人。当我们帮助他人
时，就是敬拜耶稣了。我们的捐献也可以帮助他人。当我们每星期将捐献
款带到安息日学时，就是在给耶稣礼物。这就引出了今天的主题信息：

我们向耶稣捐献，就是敬拜祂

C．把礼物送给有需要的人
到那些给社区服务部门的东西。确保当那人离开的时候，拿走这个礼物

你需要：
□社区代

盒。孩子需要看得见的证据，他们所作的事能改变一些人的生活。

表

邀请社区代表接受孩子送出的礼物盒。请他/她说明贫穷的人如何收

探讨
说：让我们感谢(社区代表名字)来到安息日学，并接受我们的礼物
盒。一些有需要的人将收到我们所捐的物品。当你与他人分享一些自己的
东西时，你有何感受？你希望再做这样的事情吗？为什么？我们是否只在
圣诞节的时候帮助他人呢？我们可以怎样在其它时间帮助他人呢？每星期
我们所捐献的，将用来帮助世界其它地方的人。记住：

我们向耶稣捐献，就是敬拜祂

赞美和祈祷
交

谊

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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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捐
祈

赞		

选唱一些圣诞诗歌。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中的故事。

献

你可选择唱一些奉献的诗歌。

祷

请孩子说出他们需要代祷的事情，并邀请自愿的孩子作祷告。

建议一个简单的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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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你需要：
□圣经时代
的服饰
□三份包装
好的礼物
□婴孩娃娃
代表耶稣
□星星 (若
可以，用
电子星星)
□桌子

体验故事
布景：使用上星期的布景。
道具：使用前几个星期所用的道

然后返回自己的位置，把礼物放在一

具。在市集里加一张桌子，在桌子上放

旁，店员坐下）他们尽力寻找最好的礼

三份包装好的礼物。如果之前没有预备

物：黄金——最宝贵的金属；乳香——

星星，现在就在马槽上加上一颗星星，

一种从远方带来、芬芳浓郁的香；没

最好能够发光的；或当“博士们”在教

药—一种贵重的香料。

室内行走时，请一个人拿着一颗很大的
星 星(用锡纸包着硬纸制成)。
角色：博士们，市集里的店员，约
瑟、马利亚与婴孩耶稣。
场景：马利亚和约瑟，穿上圣经时

当夜幕再次降临时，博士们再一
次查看夜空。 （博士们向上指，点点
头）不错，那颗奇异的新星仍然在那
里。他们整装出发，跟随那颗新星前
进，最后他们被带到新生王那里。

代的服饰，站在或坐在离马槽不远的

博士们从骆驼上下来。（博士们慢

地方休息，马利亚抱着婴孩耶稣。三个

慢地走向马利亚和约瑟。每人手上都拿

博士应该在他们的对面出现，每个人都

着一份礼物）每当太阳慢慢地从东方升

穿着圣经时代的服饰。三份包装好的礼

起来，那颗天使星星渐渐消失时，（光

物，放在附近的桌子上。店员站在桌子

渐渐消失，或将“星星”藏起）博士

后面。

们便停下睡觉。（博士们躺下， “睡

说故事

着”） 但当黑夜充满大地，他们再看

在婴孩耶稣降生的那一夜，在另一
个非常遥远的国家里，有一些博士，正
在观察天象。（博士们做观察状）在过
往一段岁月里，博士们夜观天象，知道
每颗星都有特定的位置。但在那一夜却
有些不同。他们兴奋地指着天空。（博
士们向上指） 那里——就是那里——
有一颗新星，一颗明亮的星，这颗星从
未出现过。博士们确定这就是新生王的
星星。他们将遁着那个方向，去敬拜
新生王。（博士们互相说“我们一定要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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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去。（博士来到
桌子旁， 向店员“买” 那三样礼物。

到那颗星时，便再跟着那颗星前进。
（博士们“起来”，星星出现，他们又
慢慢地向马利亚和约瑟走近)
过了一个又一个晚上，经过这漫长
的路途，他们终于从他们的国家来到伯
利恒。天使组成的星星，每晚都带领他
们前进，直到耶稣那里。（博士们走近
马利亚和约瑟）
博士们非常高兴找到马利亚和婴孩
耶稣。他们跪下敬拜这个婴孩。（博士
们跪下，将礼物交给约瑟和马利亚）然
后他们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送给耶

团契·

稣。
马利亚和约瑟既惊讶又高兴。

探讨
问：博士们送给耶稣什么礼物

这是婴孩耶稣第一份生日礼物，是

呢？是非常少量的礼物，还是又大

最完美的礼物！

又贵重的礼物呢？我们送给耶稣的

探讨

每份礼物，都是非常重要的，不论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

是大的还是小的。今天人们送什么

问：你有没有由黄金制成的东西

礼物给耶稣呢？今天我们将什么礼

呢？ (可能没有) 为什么只有少数

物送给耶稣呢？你喜欢送礼物给耶

东西是由黄金制成的呢？ (因为非

稣吗？

常昂贵) 你想为什么博士们将黄金

存心节

送给耶稣呢？(因为这样马利亚和

打开圣经林后9:7，说：我们在

约瑟可以有金钱照顾耶稣；因为黄

上帝的话语中找到今天的存心节。

金是给君王的礼物) 你家中有没有

大声读出这句经文：“因为捐得乐

一些气味芬芳的东西？(妈妈的香

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然后，

水等等) 你想为什么博士们将乳香

根据下列的动作背诵这节经文：

和没药送给耶稣呢？(因为这些是
非常贵重的物品，马利亚和约瑟可
以把这些物品变卖，然后有金钱去
照顾耶稣；这些都是送给重要人物
的物品，如君王) 你喜欢送礼物给

因为捐得

假装一只手拿东

乐意的人是
上帝
所喜爱的。

西给别人
微笑
指向上
双手交叉放在心

林后9:7

上
合掌后分开

耶稣吗？今天你带了什么礼物给耶
稣呢？我们的礼物可能不是黄金或
名贵的香水，但让我们记得：

我们向耶稣捐献，就
是敬拜祂

你需要：
□圣经

你需要：
□圣经

重复几遍，直至孩子记得这节
经文。

圣经研究

打开你的圣经到太2章，指着

经文说：今天的圣经故事就记载在
这个地方。大声读出经文，在需要
时解释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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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献上我们的心为礼物
说：博士带来珍贵的礼物送
你需要：
□每个孩子一
份心形纸样
□蜡笔或颜色
笔或油性笔
□闪粉
□胶水
□天使贴纸
□牧羊人贴纸
□博士贴纸
□彩色丝带

说：我很开心你能将自己的

给耶稣，这是牧羊人买不起的礼

心送给耶稣。这是另一个表示我

物。但有一份礼物是每个人都能

们爱耶稣的方法。奉献我们的

送给耶稣，不需要用任何金钱购

心，表示奉献我们自己，为耶稣

买的。有人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而活。这就是我们奉献给祂的东

吗？(是我们的心。) 不错！当

西。让我们一起说出主题信息：

我们爱耶稣时，就愿意将我们的
心给祂。这是我们可以送给祂之
最宝贵的礼物。你愿意将你的心
送给耶稣吗？让我们一起制作一
个心，以提醒我们将心送给耶
稣，因为我们爱祂。(请孩子装
饰自己的心形纸样，然后带回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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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我们向耶稣捐献，就是
敬拜祂
今天我们将自己作为奉献，
耶稣将因此而感到开心。

团契·

信息分享
香料礼物

探讨:

说：博士送给耶稣的其中一份

说：现在你已经准备好礼物

礼物，就是稀有贵重的香料。有

送给他人了。博士们送礼物给耶

时香料用来调味，有时用来令居

稣，我们也可以通过送出礼物，

室弥漫芳香。而花朵的香味也很

提醒人们婴孩耶稣已经降生了。

清幽。

你将把礼物送给谁呢？当你送礼

在圣诞节的时候，人们会送礼

物给别人时，你会告诉他们哪些

物给他人。那些礼物本应提醒我

关于婴孩耶稣的事情呢？当我们

们耶稣的降生，但是如今许多人

向他人讲述耶稣时，就是给耶稣

都忘记了。今天我们将制作香料

礼物了。让我们一起说出主题信

礼物(或花朵礼物)，用来送给特

息：

别的人，就像那些博士给婴孩耶
稣送上香料做为礼物一样。我们

你需要：
□糖果棒或
有香味的
花

我们向耶稣捐献，就
是敬拜祂

的礼物将提醒人们：婴孩耶稣己
经降生了。当你制作礼物时，想
想你将把礼物送给谁。
请成人协助孩子，将一束糖果
棒或花朵，用彩色丝带束起来，
做成一份礼物。

结

束
唱一首圣诞歌。祷告，请孩子跟着重复：上帝，谢谢你赐我们这

份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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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耶稣的生日礼物
参考资料
太2：

你是否曾经送给某人最好的生日礼物呢？当他/她打开礼物时，你
的感受如何？

1,2,10,11

一天夜里，婴孩耶稣降生了。天

星仍然在那里。他们准备出发，跟着

《历代愿望》

使降临，向牧羊人显现。这群牧羊人

那颗星，它将带他们到新生王那里。

第55-62页

是唯一听见天使歌颂的人们，但却不

每当太阳慢慢地从东方升起，那

是唯一看见天使的人。

存心节
“得乐意的
人是上帝所喜
爱的。”
(林后9：7)

颗天使星星渐渐消失时，博士们便停

在另一个非常遥远的国家里，有

下来睡觉。但当黑夜来临，他们再看

一群人正在观察天象。数年来，他们

到那颗星时，便再跟着那颗星前进。

都在研究夜空，知道每颗星都有特定

博士们走了一个又一个晚上，真

的位置。但在那特殊的夜里，却有一

是一段漫长的路途。但是每晚天使都

些不同。 那里——就是那里——有

新星都引领他们前进，直到最后到达

一颗新星，一颗明亮的星，这颗星从

婴孩耶稣的所在地——伯利恒。

未出现过。

博士们因为找到马利亚和婴孩耶

主题信息

这些人并不认识这团发光的物

稣而喜出望外。他们跪下敬拜这个婴

我们向耶稣捐

体，但却凝视着它——这群曾向牧羊

孩。然后他们拿出黄金、乳香和没药

献，就是敬拜

人歌唱的天使歌咏团。这群天使歌唱

送给耶稣。

祂。

完毕后，就慢慢退到遥远的地方，就

马利亚和约瑟既惊讶又高兴。这

像夜空中一颗闪耀的新星。这新星代

是婴孩耶稣的第一份生日礼物，也是

表什么呢？这些人开始研究圣经，终

爱和敬拜的最完美的礼物。

于找到一个特别的经文：“有星要出
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这
就是那星了！这是新生王的星呀！他
们将跟随这颗新星，去敬拜新生王。
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去。他们将带
上最好的礼物：黄金——最宝贵的金
属；乳香——一种从远方带来，芬
芳浓郁的香；没药——一种贵重的香
料。这些都是适合送给国王的珍贵礼
物，也是最完美的礼物。
当夜幕再次降临时，博士们就再
一次查看天象。不错，那颗奇异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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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亲子时间
安息日

为天使组成的那颗星星感谢耶稣。

这星期中每天研读课文中的故事，同
时温习存心节：

星期三
在你讲述故事时，让你的孩子看课文

因为捐得

假装一只手拿东

中的图片。帮助他/她认识那些人物和礼
物。和他/她一起数算礼物和人物的数目。

乐意的人是
上帝
所喜爱的。

西给别人
微笑
指向上
双手交叉放在心

林后9:7

上
合掌后分开

星期四

星期日
鼓励孩子将在安息日学制作的糖果棒
(或花朵)礼物，送给认识的人，告诉他们
“博士们的礼物”的故事。如有可能，请

唱一首有关给予的诗歌。为最宝贵的礼物
──耶稣，而感谢上帝。

让孩子帮助你准备一份特别的礼物送
给家人，可以是一些全家都喜欢的事物，
例如：一次特别的聚餐或吃家人都喜欢吃
的食物等。
唱一首感谢的诗歌和为你的家庭而感

你的孩子展示本课故事中的图片。

谢耶稣。

星期一

星期五

讨论博士们送给耶稣的礼物。问：你

将孩子装扮成博士，使用故事中的图

能送给耶稣哪两件重要的礼物？(捐献，

片讲故事。问：明天我们可以带给耶稣什

心) 与孩子一起作简短的祷告：“亲爱的

么礼物呢？为孩子预备好安息日学捐献

主耶稣，我将我的心和自己奉献给你。阿

款。唱一首有关给予的诗歌。感谢耶稣将

们！” 计划在下一个安息日里，将捐献款

祂自己作为礼物，送给我们。

带到安息日学。为你能够奉献而感谢主耶
稣。

星期二
协助你的孩子画一颗星星，涂上黄
色，然后剪出来。以这颗明亮的星星提醒
他/她，博士们是跟着星星找到婴孩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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