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課

禱告時間
本月主題
經文
路加福音5：
12-16；馬可福音
1：35；14：32-41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
第27章

存心節
「耶穌卻退到
旷野去禱告」
（路加福音5：16）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與耶穌同在的
安靜禱告是
敬拜的一部分。
感受給予我們
面對困難的
禱告力量。
回應選擇每日
抽空禱告。

信息
我在安靜的
禱告時間裏
敬拜上帝。

我們在敬拜上帝時讚美祂。

故事大綱
有一個罹患痲風病的人看見耶穌，就俯伏在地上，
祈求耶穌醫治他，耶穌伸手摸他，他就立刻痊癒了。耶
穌讓他不要聲張，只要讓祭司檢察身體並獻上禮物。這個
人非常激動的把這件事告訴大家，很快的眾人都來跟從耶
穌，耶穌給他們講道，並醫治了很多人的病，然後耶穌就
退卻到旷野去獨自禱告。耶穌透過這種方式與上帝交流，
並得到力量以完成祂的使命。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耶穌常常從人群中退到一個靜僻之地做禱告，甚至
祂在地上的最後時刻也到客西馬尼禱告。我們也可以像耶
穌那樣在禱告中度過時光，並從中得到力量。花時間禱告
就是花時間敬拜上帝。

教師補充材料
「救主發現偏離持續的常態活動與聯繫人身需求，
以尋得和上帝的出世和完整的思想交流是必須做到的。
耶穌身為一個與眾生相同，有需求和軟弱的人，祂選擇完
全依靠上帝，在隱秘的地方禱告以尋求上帝的力量……
在這裏，祂找到了安慰和喜樂。」（《歷代願望》第27
章）。
痲風病──在世界很多地方蔓延的一種慢性傳染疾
病，至今仍有大約兩千萬人受此疾病威脅……。
「痲風病的特點是麻木，也就是失去知覺，逐漸導
致手、腳和臉部肌肉剝落。這是錯誤信仰的根本，這種疾
病無法治癒。」（《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辭典》原文第
267、268頁）。
「祭司們知道罹患痲風病的人相繼痊癒的事，引發
他們以詐偽的判決來對待他們所仇恨的基督，耶穌希望涉
及神蹟的任何流言蜚語傳到他們那裏之前，這個人能夠自
己出現在神殿裏……。」
宣判將痲風患者流放，以證實他們完全康復的這些
祭司們，在這項判決中，公開的聲明和記錄對基督的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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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詞……祭司們信服了救主的神聖力量……。
「耶穌把手放在痲風患者身上，沒有沾染上污穢。他的觸摸賦予了生命、給予了能
力，使有罪的痲風病患者得以潔淨……無論是誰都要俯伏在祂腳下，憑信心說：『主你若
肯，必能叫我潔淨了』接著就會聽到回答：『我肯，你潔淨了吧！。』馬太福音8：2，3
（《歷代願望》第27章）。

教室布置 見第九課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1

時

間

活

動

歡 迎

持續

在門口歡迎學生， --無
聆聽他們開心或煩
惱的事。

預備活動

＜10分鐘

A．動能全開
B．收到信息

C．活著的死亡

2

4

燈, 燈泡, 手電筒, 電池
蠟燭, 火柴, 油燈, 燈油
澆花用軟水管, 兩個鐵罐
12英呎（4公尺）的繩子,
手機,
粉筆（隨意）, 白色標籤貼
紙, 鈴鐺, 小釘子, 小石頭

讚美和祈禱

＜10分鐘

--交誼
--頌讚
--聖工
--捐獻
--祈禱

--無
--歌本
--兒童聖工消息
包裝成聖經造型盒子
無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無
九個吹好的氣球
白板筆
聖經
黑板
粉筆

--存心節
--聖經研究

3

所需材料

課程應用

＜15分鐘

A.禱告時間
B.禱告變化

紙盤
筆
白板筆
黑板
粉筆（隨意）

分享

＜15分鐘

一起禱告

歌本

*「讚美和祈禱」部分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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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教課
歡

你需要：
*燈
*燈泡
*手電筒
*電池
*蠟燭
*火柴
*油燈
*燈油

迎

在門口歡迎孩子，詢問他們過去一週有開心或煩惱的
事嗎？鼓勵他們分享在上一課所學到的體驗，以你所揀選
的預備活動開始。

1

預備活動
選擇最適合實際狀況的活動。

A.動能全開
將屋內的光線盡可能調暗，讓孩子們看著光源，問：這些光源
的共同點是什麼？（它們能幫助照亮）燈泡需要什麼？（要與電源連
接） 關閉電燈開關，問：為什麼燈泡不亮？（需要打開電源）打開
燈。什麼時候需要使用手電筒？在不用電池的情況下，試著打開手電
筒；然後再裝電池。什麼能使蠟燭亮起來？點燃蠟燭。什麼能使油燈
亮起來？把油注入油燈裏，並點亮。

总結
問：為什麼關上燈泡的開關或手電筒沒有電池就不會亮？（沒
有電源）蠟燭的光源是什麼？（燭心）油燈的光源是什麼？（燈油）
每個光體都需要光源，耶穌要我們像燈光一樣為祂發亮，要發亮就得
每天與電源連接。當耶穌在地上生活的時候，就使用這個光源，今天
我們將要找出更多的可利用的光源。今天的信息是：
你需要：
*澆花軟水管
*兩個鐵罐
*12英呎（4
公尺）的繩
子
*手機（若可
能）

我在安靜的禱告時間裏敬拜上帝。
和我一起讀。

B.收到信息
把軟水管拉長，放置在屋外，讓一個孩子站在屋內的一邊，另
一個孩子在屋外的另一邊，讓他們透過管子交談。
在兩個鐵罐底部各打一個孔，並用繩子綁起來，拉緊繩子，讓
一個孩子對著鐵罐說話，另外一個孩子拿住另一個鐵罐對著耳朵。
若可能，安排一個人準備透過電話回答一節經文或在約定的時
間打電話給你。

总結
列出並討論其它常用的交流方法。問：你和最好的朋友多久交
談一次？你用什麼樣的方式與人交流？我們與上帝交流需要使用哪一
種方式呢？（沒有）你多久與上帝交流一次？我們可以隨時和上帝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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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上帝希望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祂希望我們每天與祂交談。如此
一來，祂就會在我們的生活中做出奇妙的事。我們的信息是：
我在安靜的禱告時間裏敬拜上帝。
和我一起讀。

C.活著的死亡
說：今天我們要測試你的反應，閉上眼睛並說說看你是否有什
麼感覺？與一個協助者繞著小組走，輕輕的用別針刺，用你的指頭敲
他們的手背，用粉筆畫個白點或貼上標籤貼紙。問：你感覺到什麼？
不要當場講出來。說：有第二個測試。給他們一個小石子。如果把這
個小石子放入你的鞋裏，你能走多遠呢？忽然注意到白點。問有白點
的小孩：你手上的那個點是什麼？別的人有嗎？觀察並搖頭說：恐怕
這是嚴重的問題，你必須坐在這裏，並搖鈴避免別人靠近你。給孩子
一個鈴鐺。

你需要：
*粉筆（隨意）
*白色標籤貼
紙（隨意）
*鈴鐺
*別針
*小石子

总結
問：有人知道我們在談論什麼疾病嗎？（痲風病）一個人得了
痲風病會怎樣呢？很多人誤以為痲風病只是導致手指頭和腳趾剝落。
說：當某人得了痲風會感染他的神經中樞，因此他們不會感覺到針刺
或鞋裏有石子，就算砍掉他們的腳都不會有感覺，他們把自己燒掉或
受傷都不會有感覺。在今天的聖經故事裏，一個患有痲風的人祈求耶
穌幫助他。耶穌醫治了很多人，祂行醫的事常常在禱告時間中與祂天
上的父同在。我們也可以常常禱告，我們今天的信息是：
我在安靜的禱告時間裏敬拜上帝。
和我一起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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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在你講故事時，讓孩子參與
以下動作表演：
當你說：
孩子們：
患痲風的人
手上下移動好像
拉鈴
耶穌
合攏雙手好像在
禱告
上帝或天父
向上指
一直練習到孩子們動作熟
練。

說故事
一個人拉響警鈴，並大叫：
「不潔淨！不潔淨！」從他注意到
第一個暗斑起，很長的一段時間，
卻遲遲沒有好轉，他到了祭司那
裏，祭司審視片刻，最後說出可怕
的話：「你得了痲風病。」
所以，這個人不得不離開他
的親人和家庭，與其它的痲風病
患者住在小鎮的外面，現在，無
論他何時走進人群，都不得不如
此喊叫：「不潔淨！」
有人把耶穌能治癒痲風病消
息傳了開來，他們聽說祂治癒了
各種的疾病。他們都希望能先治
好自己，打從先知以利沙之後，
就沒有人能治好痲風病。所有痲
風病患都放棄了，唯獨一位，他
認為，只要他見到耶穌，耶穌就
會醫治他。
痲風病人不知道如何尋找耶
穌，他不能去城市，不能在大馬路
上行走，所以他就在小鎮上尋找耶
穌。他在沒有人走過的山間小徑跋

涉，最後，終於看見耶穌在湖邊教
導群眾。他站在離人群很遠的地
方，觀看耶穌醫治眾人。他聆聽耶
穌和藹的話語，慢慢向人群靠近，
甚至忘記自己不能接近人群的事；
他只想被醫治。
當人們看見他時，有些跑
開了，其它的人大聲斥喝他，試
圖阻止他接近耶穌。他們盡力阻
擋，但不敢碰觸他。然而，這個
痲風病人沒有放棄。
他俯伏在耶穌面前說：「主
啊，我知道你能醫治我，你若
肯，就請潔淨我。」
「我肯。」耶穌說道，於是
祂摸了這個人，「痊癒吧！」
祂摸了我！痲風病人心裏想
著。很長很長的時間都沒有人敢靠
近我！他看著自己的手臂，白斑一
下子消失了，全身的疼痛也都消
失了，他的皮膚恢復成正常的顏
色，就像沒有得過痲風病一樣。
耶穌說：「現在，你可以去
見祭司，讓他們看見你 已 經潔淨
了，獻上感謝的禮物，但不要告
訴別人。」
這個人按照耶穌說的去做，
只有一件事除外，他認為耶穌是
謙虛，所以就把自己的經歷告訴
每一個碰到的人，於是，就有比
以前更多的人尋找耶穌，他們一
路跟隨祂。
耶穌需要時間與上帝交流，
祂常到一旁獨處，以便有時間禱
告，與天父交談。當太多人圍住
祂時，很難找時間禱告。因此，
耶穌找到靜僻之地，那裏沒有人
打擾他。耶穌常常在天還沒亮的
清晨就起來禱告或是禱告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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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祂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客西
馬尼園。
許多人都想從耶穌那裏滿
足他們的需求，耶穌知道對祂來
說，透過每天禱告，從天父那裏
得到力量和智慧非常重要。所以
祂離開人群，有個安靜的時間與
上帝交流
當我們每天禱告和敬拜上帝
時，也能從祂那裏得到力量和智
慧，祂會與我們同在。

总結
問：為什麼患有痲風病的
人要尋找耶穌？什麼使痲風病人
認為耶穌能醫治他？（他看見耶
穌治癒了其它人，他對耶穌的治
療能力充滿信心）為什麼耶穌要
這個痲風病人去找祭司？（讓祭
司確認他的痲風病 已 經痊癒，他
才能搬回去和家人朋友一起生
活。）痲風病人被治癒後是什麼
感受？他做了什麼？為什麼耶穌
不要他告訴別人？耶穌治好痲風
病人後去了哪裏？為什麼？你何
時需要與耶穌交流？為什麼你需
要和祂交流？
記住我們的信息了嗎？讓我
們一起說：
我在安靜的禱告時間裏敬拜
上帝。

存心節
在每個氣球印上一個存心節，
在九個氣球上寫滿路加福音5：
16。
問：當很多人圍住你時，
你能輕易的思考問題嗎？當收音
機和電視開著的時候會如何呢？

（一會兒，你就會放棄思考）耶
穌經常被人們圍住，祂覺得需
要安靜的時間與祂的父交談。
所以，「耶穌退卻到旷野去禱
告。」（路加福音5：16）
隨意分發氣球，讓孩子排成
一隊，以便氣球上的字能組成整
句的存心節。不斷重複，直到孩
子們記住這節經文。

你需要：
*九個吹好
的氣球
*白板筆

聖經研究
分成五個組（課堂人數多：
可分更多組；使用更多經文）給每
個人參考資料，要求各組回答這三
個問題（把問題寫在黑板上）：
1.耶穌做了什麼？
2.之前什麼事情有立刻發生？
3.之後什麼事情就立刻發生？
馬太福音14:19-23 馬太福音
26:36
馬可福音1:35-37 路加福音4:42
路加福音5:15,16
安排時間讓每組報告，把他
們找到的答案列在黑板上。

总結
問：為什麼認為耶穌行了神
蹟以後，需要時間與天父獨處？
為什麼認為祂隨後獲得了新的力
量？我們為什麼應該效法祂的榜
樣？你如何理解每天有安靜的禱
告時間，對你生活帶來變化？當
耶穌離開人群，花時間禱告時，
就是敬拜上帝，我們也可以像祂
那樣。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你需要：
*聖經
*黑板
*粉筆

我在安靜的禱告時間裏敬
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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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需要：
*每個孩子一
個紙盤
*白板筆

課程應用

A.禱告時間
給每個孩子一個紙盤，要求
他們在盤子上寫上一到十二的數
字，製成一個時鐘的表面。說：
耶穌每天很早就起來禱告。什麼
時候是你最好的禱告時間？幫助
每個孩子確認他們日常能夠安靜
禱告的時間，讓他們畫出時鐘，
指向那個時間，並在鐘面寫上今
天的信息：「我在安靜的禱告時
間裏敬拜上帝。」

总結
問：什麼可以使我們把閒
聊的時間用於禱告？我們能為此
做什麼？我們能在禱告時說些什
麼？是的，我們可以告訴耶穌任
何事情：什麼使我們快樂或悲
傷，或是我們不願告訴別人的
事。禱告就是敬拜上帝，上帝 总
是幫助我們找到所有問題的解決
方法，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我在安靜的禱告時間裏敬拜
上帝。

4
你需要：
*歌本

分享

我們一起敬拜
說：讓我們一起唱禱告詩
歌來敬拜上帝：「父啊，我敬拜
你。」（為喜樂歌唱第21首）。

B.禱告變化
問：禱告時一定要跪下和閉
目嗎？（不）我
你需要：
們可以用不同的
*黑板（隨意）
方式禱告。想出
*粉筆（隨意）
一些不同的方
式。把想法寫在黑板上。可能的
回答包括：
散步時與上帝交談。
給上帝寫封信。
在特別書本上列出禱告內容。
製作移動的禱告──把要向
上帝祈求或感恩的事情掛起來。
做一個禱告紙鏈，每張聯繫
名字和需求，或要讚美上帝的事。

总結
說：耶穌常常在清晨或深夜
禱告。什麼時候是你最好的禱告
時間？我們為什麼需要花時間禱
告？我要做一個簡短的禱告，如
果你想對上帝說話，禱告時請把
你的手舉起來，你就會每天與祂
同在。禱告完後說：讓我們來讀
今天的信息：
我在安靜的禱告時間裏敬拜
上帝。

重複幾次後，說：我們在安靜的
禱告時間敬拜上帝。讓我們說出
今天的信息：
我在安靜的禱告時間裏敬拜
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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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成兩組，禱告前要求孩子
們相互分享他們的禱告請求，當
大家都做完禱告後，播放一些輕
音樂給些時間默禱。

結束
做一個簡短禱告，請求上帝
幫助孩子們在本週花更多的時間
與祂同在。

讚美和祈禱 Any
im e
T

交誼
分享剛才聽到孩子們開心或煩惱的事，複習上星期的存心節和教
訓。歡迎和介紹來賓，給予生日祝福或特別宣布。

頌讚
「輕輕禱告」（為喜樂歌唱第96首）
「我的這小光」（為喜樂歌唱 第134首）
「與耶穌談心」（為喜樂歌唱 第98首）
「交叉雙手」（為喜樂歌唱 第97首）
「進入我心」（為喜樂歌唱 第125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故事裏的崇拜。

捐獻
說：這個世界上還有很多人不知道耶穌，當我
們捐獻，幫助別人瞭解祂時，我們就敬拜了上帝。

你需要：
*聖經捐獻
箱（見第
九課）

祈禱
說：詢問禱告需求：任何給孩子們帶來麻煩的事情或他們想要感
謝上帝的事情。說：耶穌禱告的時候常常獨自走開，你可以在房間裏
找一個站著或跪下都不妨礙到別人的地方，閉上眼睛，想象你是獨自
一人。等到完全靜下來，再按著禱告需求做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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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學生本

禱告時間
經文
路加福音
5：12-16；
馬可福音1：
35；14：
32-41；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
第27章

存心節
「耶穌卻退到
旷野去禱告」
（路加福音
5：16）

信息
我在安靜的
禱告
時間裏
敬拜上帝。

你和最好的朋友多久交談一
次呢？每天一次或兩次？耶穌有
一個朋友，他每天都需要和祂交
談。你認為祂是誰？
一個人拉響警鈴，大叫：
「不潔淨！不潔淨！」從他注意
到第一個暗斑起，很長的一段時
間，卻遲遲沒有好轉，他到祭司
那裏，祭司審視片刻，最後說出
可怕的話：「你得了痲風病。」
所以，這個人不得不離開他
的親人和家庭，與其它痲風病患
者住在小鎮的外面，現在，無論
他何時走進人群，都不得不喊：
「不潔淨！」
有人把耶穌能治癒痲風的消
息傳了開來，他們聽說祂治癒各
種疾病。他們都希望能先治好自
己，從先知以利沙之後，就沒有
人能治好痲風病。所有痲風病患
都放棄，唯獨一位，他認為，只
要見到耶穌，耶穌就會醫治他。
這個痲風病人不知道如何尋
找耶穌，他不能去城市，不能在大
馬路上行走，所以他就在小鎮上尋
找耶穌。他在沒有人走過的山間小
徑跋涉，最後，終於看見耶穌在湖
邊教導群眾。他站在離人群很遠的
地方，觀看耶穌醫治眾人。他聆聽
耶穌和藹的話語，慢慢向人群靠
近，甚至忘記自己不能接近人群的
事；他只想被醫治。
當人們看見他時，有些跑
開，其它人大聲斥喝他，試圖阻
止他接近耶穌。他們盡力阻擋，
但不敢碰觸他。然而，這個痲風
病人沒有放棄。

他俯伏在耶穌面前說：「主
啊，我知道你能醫治我，你若
肯，就請潔淨我。」
「我肯。」耶穌說道，於是
祂摸了這個人，「痊癒吧！」
祂摸了我！痲風病人心想。
很長很長的時間都沒有人敢靠近
我！他看著自己的手臂，白斑一
下子消失了，全身的疼痛也都消
失了，皮膚恢復成正常的顏色，
就像沒有得過痲風病一樣。
耶穌說：「現在，你可以去
見祭司，讓他們看見你 已 經潔淨
了，獻上感謝的禮物，但不要告
訴別人。」
這個人按照耶穌說的去做，
只有一件事除外，他認為耶穌謙
虛，就把自己的經歷告訴每一個
碰到的人，於是，就有比以前更
多的人尋找耶穌，一路跟隨。
耶穌需要時間與上帝交流，
祂常到一旁獨處，以便有時間禱
告，與天父交談。當有太多人圍
住祂的時候，很難找時間禱告。
因此，耶穌找到靜僻之地，
那裏沒有人打擾。耶穌常在天還
沒亮的清晨就起來禱告，或是整
晚禱告，祂最喜歡去的地方就是
客西馬尼園。
許多人都想耶穌滿足他們的
需求，耶穌知道對自己來說，透
過每天禱告，從天父那裏得到力
量和智慧非常重要。所以祂離開
人群，有一段安靜的時間能與上
帝交流
當我們每天禱告和敬拜上帝
時，也能從中得到力量和智慧，
祂會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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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可能的話，和家人到戶外一個安靜的
地方，一起閱讀馬可福音1：35。想
象你在耶穌常去禱告的客西馬尼園。
討論和為家人特別的事情禱告。
•教你的家人存心節，並一起唱一首
禱告歌。
星期日
•自己閱讀馬可福音1：35，找一個
你可以單獨禱告的地方，告訴上帝
你的一天。
•你為何認為耶穌喜歡在園內禱告？
•製作一張海報，寫上：「上帝回應
禱告」，在家庭聚會展示。要每個
家庭成員分享他們禱告後的回應，
一起感謝上帝回應禱告。
星期一
•將一張大紙對折，描繪出手的輪
廓，讓小拇指放在折線的一旁，剪
下（不要剪掉折線），打開並在裏
面寫上存心節，把它放在你安靜禱
告的地方。
•家庭聚會時一起閱讀馬太福音6：
9-13。請家人幫助你用自己的話寫
禱告的內容。
•一起以主禱文禱告。

星期三
•家庭禮拜聚會中，閱讀和討論路加福
音11：9-13。數數看，說出上帝為
你們家做的好事。
•描繪出每個人的手，把它剪下來，
全部貼在一張紙上，製作一個重疊
畫。在所有的手寫上「敬拜上帝的
禱告手」
•禱告前唱讚美詩歌。
星期四
• 聚會時閱讀，並討論路加福音5：
12-16。你如何知道患有痲風病的人
對耶穌有信心？耶穌醫好他以前，他
的生活是什麼樣子？之後又是什麼
樣？
•請在家中聚會的每個人想象一下，由
於疾病使他們無法一起生活的情形，
讓每個人都獨自到一個靜僻之地思
考。當你們重聚時，每個人都大喊：
「不潔淨！不潔淨！」，請求耶穌使
你潔淨，謝謝祂垂聽你的禱告。
星期五
•回顧本週學課，與家人一同演出。要
每個人都說出存心節，並講述有關本
週與上帝安靜共處的時間。
•讓每個人向另外一個人投擲軟紙球，
並說出他們要感謝上帝的事。禱告前
唱一首讚美詩歌 。

星期二
•在今天的禮拜聚會時，閱讀和討論
馬太福音6：5-8。在你家聚會的
人，何時何地有一個隱密的禱告時
間？分享對禱告的回應。
•唱「輕輕祈禱」（為喜樂歌唱第96
首），然後感謝上帝回應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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