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课

像我一样的孩子
服

侍

耶稣为我们树立服侍別人的榜样
耶稣为我们树立服侍别人的榜样

参考资料
路加福音2:39,40,51,52;参考资料第《历代愿望》第68-71页
存心节
“祂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路加福音2:51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晓得：当他们乐于助人并顺服的时候，就是像耶稣一样成长。
感受：渴望帮助人、并且内心顺服。
回应：在家中做一些帮助的工作并顺服父母。
主题信息
当我们顺服并且帮助别人时，就有耶稣的样式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耶稣小时候和今天的小孩一
样，父母照顾祂。祂胃口很好，
经常玩耍，乐意服从，在家里帮
助母亲，在木匠店內帮助父亲。
祂长得越来越高大强壮，学习帮
助家庭和别人。拿撒勒人看到祂
所行的就知道祂是上帝的小孩。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作为孩童，耶稣表现出
一种特别可爱的性格。祂那乐于
助人的双手随时准备为人服务；
祂的忍耐是没有任何事物能搅扰
的；祂的信实决不牺牲正义。耶
稣坚守原则，稳如磐石。祂的生
活显示着无私的风范。”《历代
愿望》第68,69页。
这是关于服务的教导
“耶稣的一生是与上帝和谐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像耶稣一
的一生。当祂作小孩子的时候，思
样的小孩。我们可以学习耶稣怎
想、言语和行为都像小孩子。但祂
样顺服和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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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侍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

2
3

4

预备活动

＜10分钟

活

动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孩子
们，聆听他们开心
或烦恼的事情。

无

Ａ.我的成长图

--成长图，纸，剪刀，彩
色笔，胶带，卷尺，笔或
铅笔
--“当一位母亲呼唤时”
（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47
首）

Ｂ.当妈妈呼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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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时代的服装，一位
成人和一些孩子

--圣经研究

--圣经

--存心节
Ａ.怎样顺从和帮助

--圣经
--装着各种东西的袋子
（见活动）
没有

课程应用

＜15分钟

信息分享

＜15分钟

Ｂ.我也是

生活中始终没有丝毫罪恶毁损他里面
的上帝的形象。”《历代愿望》第71
页。
“就这样，耶稣在智慧和身
量成长之时，上帝和世人喜爱祂
的心，也随之一齐增长。祂能同
情一切人，也赢得了一切人的同
情。环绕着祂的希望与勇敢的
气氛，使祂成为每个家庭的福
惠。”《历代愿望》第74页。
小孩子在你身上可以看到什
么，以便帮助他们越来越像耶稣？

教室布置

好帮手转盘

--好帮手转盘，硬纸板，
剪刀，蜡笔，钉书机，磁
铁

将房间布置成一个以色列的
家，可以在房间放置以下物件的图
片或实物：用硬纸板制成门窗，一
些树、沙、石头作为道具。还有一
张小桌子、一个泥罐子，另外放一
幅彩色的布在席子上，再加一些木
匠的工具或工具图画。
在布告栏上写着“我在家里
服侍”，并且展示一些在家中帮
忙的图画。这些图画可以在环节
1至4中使用。而小孩子在环节1
（预备活动）中制作的“我的成
长图”也可成为布置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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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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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长图
为每一个小孩制作一个成长图（成长图的格式
请参阅附件第一课）。孩子们可把自己的成长图着
上颜色。然后测量每一位小孩的身高，并记录在他
们的成长图上。这些成长图可用来布置房间，贴在
墙上并保存一整年。

探讨

你需要：
□成长图
□纸
□剪刀
□蜡笔
□胶带
□卷尺
□笔或铅笔

说：你们像耶稣一样逐年长大，我们在你们的
成长图里记录了你们现在的高度，每隔一段时间，
再量你们的高度，看看你们长高了多少（备选）。今天我们将会学
到当耶稣长大时，怎样顺从父母和帮助别人。你愿意像耶稣一样乐
意服从吗？你愿意帮助别人吗？我们能做什么去帮助别人呢？今天
的主题信息是：
当我们顺服并且帮助别人时，就有耶稣的样式
我们一起读。

B.当妈妈呼唤时
问：你最喜欢什么动物呢？试想想当小动物的
父母叫唤它们时，它们是否会听从父母呢？它们一
定会！它们很早就知道顺从的重要性，它们的生命
也依靠顺从。让我们一起唱歌，你们扮演成那些小
动物，而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当我叫你们时，就跑
向我这里。请唱几遍 “当一位母亲呼唤时” （小
小声音赞美祂，第247首）

你需要：
□ “ 当 一
位母亲呼唤
时”（小小
声音赞美祂
第247首）

探讨
问：上帝用了特别的方法帮助小动物去顺从，是吗？你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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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向那些小狗和小鸡学习呢？你应当爱护、关心你的父母，当你顺从
时就能帮助他们。这个星期，想想小动物怎样顺从，并且尽快试着
去顺从父母。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当我们顺服并且帮助别人时，就有耶稣的样式
我们一起读。

赞美和祈祷

＊

交 谊
分享刚才听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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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耶稣还是小孩”（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36首）
“当耶稣是小帮手”（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95首）
“当耶稣还是小孩时喜欢的事物”（小小声音赞美祂，第
139首）
“像我一样的小孩”（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77首）
“服从”（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70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故事。

捐 献
我们所做的一切事都是奉献给耶稣的礼物。当你顺从和帮
助父母时，就是献给上帝的特别礼物。对耶稣来说，你的奉献
非常宝贵。

祈 祷
为小孩子能像耶稣一样顺从父母和帮助别人而祷告。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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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圣经时代
的成年女
子服装
*圣经时代
的小孩服
装（可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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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个人扮演耶稣的母亲马
利亚，来讲这个故事。当马利亚
讲述耶稣如何帮助他人时，由孩
子们做出动作。

读或讲出故事
早上好！我是耶稣的妈
妈——马利亚。你知道吗？耶稣
小的时候就像你们一样。每天我
都教导祂有关上帝的事，讲述亚
当和夏娃、挪亚方舟、大卫与哥
利亚的故事给祂听。同时，也教
祂如何祷告。你想想，耶稣祈祷
时会做些什么，说些什么呢？祂
会这样的跪下（鼓励小孩们一同
跪下），接着这样说：“亲爱的
天父上帝，谢谢你这么爱我，奉
主的名，阿们！”我们会一起唱
关于上帝的诗歌。耶稣喜欢歌
唱。那你们最喜欢哪首歌呢？
我和耶稣常常到大自然中
散步（鼓励小孩子跟着你围绕教
室行走）。我们一起聆听鸟儿歌
唱，观察甲虫爬上树干，还有蜘
蛛吐丝结网。我们在草地上学习
露水的相关知识并且看着动物玩
耍。太阳下山时，我们凝望着
天空色彩的变化。我时常告诉耶
稣上帝如何创造这个世界以及其
间的万物。耶稣很开心，因为上
帝创造了这个漂亮、美好的世
界。
我们没有很多钱，住在一
间小房子里。房子虽小，但很干
净。耶稣也会帮我做家务活。你

猜猜祂会做些什么呢？晚餐时间
一到，祂就帮忙摆餐桌（鼓励小
孩子们做出摆餐桌的动作），也
会帮忙擦干盘子（做出动作）、
整理床铺（做出动作）、做面包
（做揉面粉的动作）。无论我要
祂做什么，祂都很乐意去做。
耶稣也会帮助祂的父亲约
瑟。你猜猜祂会帮父亲做些什
么？祂协助父亲照顾牲畜、喂养
动物并且给它们水喝（鼓励小孩
们演出来）。约瑟是个木匠，所
以耶稣经常帮爸爸制造或修理东
西（做出使用锤或锯的动作）。
透过祂的帮助和顺服，我们就知
道耶稣爱我们了。
耶稣也会帮助他人。祂十分
友好地对待邻居与他们的小孩。
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就很乐
意帮助他们。例如，帮助在街上
扛着柴火的老奶奶（做出正在搬
重物的样子），或者让一个心情
不好的孩子开怀大笑（此时，可
以逗小孩子笑一笑）。
耶稣也有出去玩耍的时候，
祂与邻居的男孩一起玩。因为耶
稣对他们很友好，所以他们都很
喜欢和祂一起玩。该回家的时
候，当我一呼唤祂，祂就马上顺
从，跑着回来了。
每个星期五晚上，为迎接安
息日的来临我们会一同享用特别
的晚餐。祂很喜欢我做的菜，祂
知道健康的食物会帮助祂长得更
高更壮。耶稣会为我们的特殊晚
餐点上安息日的烛光（表演点火
柴和蜡烛），接着他就仔细听约

第一课
瑟祷告并讲述上帝的故事。
每到安息日，我们会带着耶
稣去教堂，在那祂聆听祭司们诵
读圣经。当时圣经是写在书卷上
的。书卷就是将写有文字的纸张
卷起来呈卷筒状(做出展开书卷
的样子)。耶稣仔细聆听书卷上
每一个字句，认真学习，而且可
以背诵好多经文噢。祂也时常和
其他人一起唱诗歌。
工作的时候，耶稣也会唱
歌。由于祂总是歌声不断，所以
人们总是喜欢经过我们家门。耶
稣总是让人们感到很快乐。但最
重要的是，耶稣的顺服与乐意助
人让我们感到高兴。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耶稣
在家里帮忙做了什么？又怎样帮
助家庭以外的人？你觉得祂在帮
助别人时快乐吗？当你被邀请帮
忙做一些事时，你会怎样做呢？
你觉得祂是否因为必须要服从而
抱怨呢？耶稣总是很快地服从，
并且随时准备去帮助别人。你希
望像祂一样吗？记住今天的主题
信息是：
当我们顺服并且帮助别人
时，就有耶稣的样式
我们一起读。

圣经研究
打开圣经路加
你需要：
福音2:39，40，51，
*圣经
52。指着经文说：我
们今天的故事就是出自这里的圣
经。

请所有同学大声朗读经文。

探讨
问：耶稣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成长着。因为有上帝充满在祂的
生命里，所以祂善良、顺服、可
爱，而且乐于助人。你可以通过
哪些方式学习耶稣的榜样呢？记
住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当我们顺服并且帮助别人
时，就有耶稣的样式
我们一起读。

存心节
打开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指
着第51节经文，说：这就是我们今
天在圣经中找到的存心节。大声朗
读存心节：祂就同他们下去，回到
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路加福
音2:51）
依照下面动作教这节经文：
祂

指着天上

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掌心向上 ，双
手放下

并且顺从他们

手放额头，接
着，张开双掌；
双臂向前伸直，
到腰际。

路加福音
2章51节

双掌合起，然
后张开

你需要：
*圣经

如果时间许可，做下面这个
手指游戏。
“当耶稣是小孩”
当耶稣是小孩， 手 水 平 伸 出 表
示 小 孩 的 身
高。
看起来和我很
指着自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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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一双眼和两只
耳，

指着眼睛，接 或者喂养小动
物。
着指着耳朵。

还有膝盖的伤
痕。

指着膝盖。

有时喜欢跑和
玩，

在适当的范围 向至高上帝歌
唱。
内跑动。

站立，指着天
上。

有时帮忙做面
包。

表演揉面的动 接着回到自己
的家，
作。

双臂交叉放胸
前。

有时和爸爸钉钉
子，

握拳当锤子敲 感谢父母对祂
的爱。
打另一只手。
		

(作者不详)

夜晚来临跪下
祷告，

做出将宠物食
物撒在地上的
动作。
一起跪下来。

课程应用
你需要：
*装着各样
东西的袋
子( 见活
动)

A.怎样顺服和帮助
首先预备一个大袋子，里
面装着以下物品：玩具、枕头、
纸杯、填充玩具动物、衬衫、毛
巾、假花、肥皂。请一些小孩自
愿上来，在你的袋子里抽出一件
物品。问：这件东西能使你想起
用什么方法去帮助和服从别人
呢 ？ （ 玩 具 —— 拾 起 玩 具 ； 枕
头——整理床铺；纸杯——给别
人一杯饮料；填充玩具动物——
喂 养 动 物 ； 衬 衫 —— 把 衣 服 放
好；毛巾——叠好放在洗衣房；
假花——鼓励他人；肥皂——洗
手。）

探讨

帮忙的经历吗——就是你看到有
需要就去帮忙？这样做会使你的
父母非常惊喜的。你可以在这周
里尝试一下。请记住：
当我们顺服并且帮助别人
时，就有耶稣的样式
我们一起读。

B.我也是
读下面的诗，和小孩子们一
起做这些动作。你读第一行，他
们就回应你第二行，说：“我也
是！我也是！”
小小耶稣帮妈 表 演 摆 设 碟 、
妈摆设餐桌
杯、叉在桌上。

我也是！我也是！
问：你会很快并乐意地顺服 小小耶稣在小 做出把毛毯在床
你的父母吗？还是你会慢吞吞， 床上睡觉
上铺平的动作。
并且带着抱怨呢？你猜猜耶稣会
我也是！我也是
选择哪一种方式去顺服呢？你认
小小耶稣求上 双手合十祈祷。
为父母喜欢你用哪一种方式呢？
帝祝福食物
你有过不用别人提醒就主动地去
我也是！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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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探讨

小小耶稣与爸 适当地行走。
爸一起散步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子
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你认为耶
稣乐意顺服父母吗？你猜猜祂是面
带笑容顺服，还是皱着眉头呢？你
觉得耶稣会在家里帮忙吗？你可以
怎样像耶稣一样在家里帮忙呢？今
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也是！我也是!
小小耶稣在安 指着你的教堂。
息日上教堂
我也是！我也是！
小小耶稣带着 做出把硬币投入
奉献上教堂
奉献箱的样子。

当我们顺服并且帮助别人
时，就有耶稣的样式

我也是！我也是！
我愿像耶稣。 指着自己。然后
指着上面。

我们一起读。

我也是！我也是！
(诺玛·琴·贝尔)

信息分享
好帮手转盘
首先，把“好帮手转盘”的
顶部和底部的样式复印在硬纸板
上，给每一个小孩。在顶部沿着
虚线剪出一个三角形形状的口。
在底部，画有一些关于顺服和帮
助别人的图画。小孩子在一些能
做到的事情上着色。然后用钉书
机将底部和顶部的中间位置钉在
一起（顶部在上）。最后把磁铁
贴贴在转盘的背部。

把这些图片拿回家，每天让父母
抽一张，或者你自己每天选择一
张，然后照着图画上所画的帮助
你的父母，给他们惊喜。你准备
好做哪一样事了吗？当中，有哪
一样事你从来也没有做过呢？你
觉得当你帮助别人时，他们会感
到快乐吗？记得今天的主题信息
是：
当我们顺服并且帮助别人
时，就有耶稣的样式

探讨
说：这些图画所画的，就
是你可以做的事情，像耶稣一样
去顺服父母、帮助他人。你可以

你需要：
*好帮手转盘
*硬纸板
*剪刀
*水彩笔
*钉书机
*黏贴式磁铁

我们再一起读。

结

束

说：这个星期记住要像耶稣一
样成长。你能够像耶稣一样顺服和
帮助别人。现在让我们一起祷告祈
求上帝帮助我们有耶稣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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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像我一样的孩子
参考资料
路加福音
2:39,40,
51,52
《历代愿望》
第68-71页

存心节
“祂就同他们
下去，回到拿
撒勒，并且顺
从他们。”路
加福音2:51

主题信息
当我们顺服并
且帮助别人的
时，就有耶稣
的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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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样表达对别人的爱？给他们热情的拥抱？对他们很友善？送
礼物给他们？做他们要你做的事？或者是帮助他们呢？
耶稣小的时候就像你们一
样。他并没有到托儿所上课。祂
和妈妈——马利亚，待在家里。
妈妈每天教导祂关于上帝的事，
讲亚当和夏娃、挪亚方舟、大卫
与哥利亚的故事给耶稣听，同
时，也教祂如何祷告。祂很可能
会这样向上帝祷告：“亲爱的天
父上帝，谢谢你这么地爱我，奉
主的名，阿们！”马利亚也教祂
一些关于上帝的诗歌，这些诗歌
就像你们在安息日学上所学的一
样。
耶稣与马利亚常常到户外散
步，他们一起聆听鸟儿的歌唱，
观察甲虫爬上树干，还有蜘蛛吐
丝结网。他们在草上学习露水的
相关知识，并且看着动物们玩
耍。太阳下山时，他们凝望着天
空色彩的变化。马利亚时常告诉
耶稣，这个世界及其间的万物都
是上帝创造的。
耶稣和家人住的房子虽然
小，却很干净。耶稣也帮妈妈做
家务。晚餐时间一到，就帮忙摆
餐桌，也帮忙将碗盘擦干、整理
床铺，还会帮妈妈做面包。无论
妈妈要祂做什么，祂都很乐意去
做。
耶稣也协助父亲照顾牲畜、
喂养动物并且给它们水喝。祂帮
助约瑟修理东西。约瑟年纪大了
的时候，耶稣就在木工店里帮助

他。
耶稣十分友好地对待邻居与
他们的小孩。看见别人有需要，
就很乐意帮助他们。例如，帮助
在街上扛着柴火的老奶奶（表演
好像正在搬重物一样），或者让
一个心情不好的孩子开怀大笑
（微笑或开怀大笑）。
耶稣也有出去玩耍的时间。
邻居的男孩都很喜欢和祂一起
玩。该回家的时候，妈妈一呼唤
祂，祂就马上回家去了。
每到星期五晚上，耶稣的
家人会为迎接安息日的来临而一
同享用特别的晚餐。耶稣会为晚
餐点上安息日的烛光，接着仔细
地聆听约瑟祷告并讲论上帝的故
事。
安息日早晨，马利亚和约
瑟带着耶稣到教堂参加崇拜。祂
认真聆听祭司们颂读圣经上的经
文。当时圣经是写在羊皮卷上的
（向孩子展示书卷的样本）。羊
皮卷就是将上面写有文字的羊皮
卷起来呈卷筒状。耶稣仔细聆
听羊皮卷上每一个字句，认真学
习，而且可以背诵好多经文。
工作的时候，耶稣也会唱
歌。由于祂总是歌声不断，所以
人们总是喜欢经过祂家门。耶稣
让人们感觉很快乐。但最重要的
是，耶稣的顺服与乐意助人让祂
的家人感到高兴！

学生本

第一课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这个星期的每一天，复习学课中
的故事，并且一起复习存心节：
祂 ............. 指着天上
掌心向上，双手放
就同他们下去 ...，
下
到拿撒勒
手放额头，接着
....
并且顺从他们
张开双掌；双臂向
前伸直，到腰际。
双掌合起，然后张
....
路加福音2:51
开
祈求耶稣帮助你成为有耶稣样式
的小孩。

星期日
一起阅读圣经故事。提问：
“耶稣的爸爸妈妈是怎样教导祂
的？”“耶稣如何帮忙做家里的事
情？”“你觉得耶稣是不是一直都很
顺服呢？”“耶稣快乐吗？”帮助你
的孩子朗读圣经中的存心节。

星期一
把路加福音2:39,40,51,52指给
孩子看，和他们一起阅读。提问：
“当耶稣还是小孩的时候，祂是什么
样的？”在这个星期，每当孩子顺服
或帮助你时，就给他们一个硬币，让
他们放在杯子里。这周结束的时候，
把这些钱带到
安息日学当作特
别捐。或者要你的
孩子使用安息日学

所做的“好帮手转盘”，并且在今天
就选一个帮忙的方法。

星期二
帮助你的孩子将胡萝卜头、甘
薯、马铃薯放进一个装水的容器，观
察它们成长。每当你们一起观察的
时候，提醒你的
孩子，告诉他们
越来越有耶稣的
样式了。

星期三
让您的孩子邀请一位客人来吃
饭，让孩子帮忙出点子，准备饭菜。
唱“当妈妈呼唤时”，要孩子扮演成
小动物，一呼唤他们就过来了。

星期四
要您的孩子上床睡觉前将玩具收
好，鼓励他们说：“我就像耶稣一样
的乐于助人。”祷告前唱一首关于助
人的歌。

星期五
像耶稣的家人一样，晚上举行烛
光家庭崇拜。在日落时就点燃蜡烛，
一起讨论今天家人为安息日做了什么
准备？帮助你的孩子向家人教导存心
节。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放了许多钱币
在杯子里，记得明天将奉献带到安息
日学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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