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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让孩子们过来

让孩子们过来
本月主题
经文
路18:15-17
参考资料《历代愿望》
第449-454页

耶稣教导我们如何彼此相爱。

故事大纲
有些父母将他们的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希望祂可以祝福
自己的孩子。当门徒看到这个情形，就要那些人将孩子们带
走，说耶稣没有时间为他们做这事。耶稣看到了，就招呼孩
子们过去，并说道：上帝的国度正是属于这样的孩子们。

存心节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

这是一个关于团契的教导

来，不要禁止他们，因

耶稣一向都很欢迎孩子们，当祂的门徒想要把孩子们

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

遣走，耶稣告诉他们不要这么做。每一个想要进入天国的

的人。”
路18:16

人，都需要拥有如孩童般纯真的信仰。

教师补充材料
“耶稣在那些被领到祂跟前的儿童身上，看到一群将
来要承受祂的恩典，作祂国中子民的儿女；而且，其中有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一些将要为祂慷慨就义，以身殉道。祂知道这些儿童，比

知道：耶稣欢迎孩子们

那些成年人更容易听从祂的教训，接受祂为他们的救赎

到祂那里去。

主；因为那些成年人之中，有许多是老于世故而心地刚硬

感受：因被接纳成为上
帝家庭的一分子而感到

的。耶稣在祂的教训中，常把自己降到小孩子的地位。这

快乐。

位天上的主宰，并没有轻看小孩子的问题而不答复他们。

回应：对別的孩子们表

祂将自己重要的教训加以简化，以适应他们稚幼的理解

现出耶稣的爱。

力。祂将真理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田，这些种子日后必发
芽生长，结出永生的果子。
“儿童对福音的教训最为敏感，古今莫不如此。他们

主题信息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
的小孩。

的心易受神圣的感化，能牢记所领受的教训。儿童也能作
基督徒，并享有与其年龄相称的灵性经验。”（《历代愿
望》第451页）

教室布置
见第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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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欢

迎

预备活动

Any
Time

赞美和祈祷

圣经课程
课程应用
分

享

持续时间
持续

＜1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15分钟

活

动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聆听他们
无
分享本周开心或烦恼的事。
A．问候语

免洗杯、花环、脸盆、水、毛
巾、桌子

B．尿布接力赛

两个大的洋娃娃、两张尿布、
安全別针、桌子

C．我喜欢

玩具目录、婴儿或儿童用品目
录、纸、胶水、剪刀

交谊

无

颂赞

歌本

圣工

儿童圣工消息

捐献

容器或收捐袋

祈祷

无

体验故事

圣经时代服装

存心节

无

圣经学习

圣经

A．101个理由

沙包或纸团

B．A到Z的祝福

纸、记号笔

新生命的喜悦

卡纸、蜡笔或记号笔、纸、铅
笔、黑板或白板、粉笔或记号
笔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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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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他们的快乐或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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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最合适的活动。

你需要：
□免洗杯
□花环（实品
或人造品皆
可）
□脸盆
□水
□毛巾
□桌子

A．问候语
问：你们今天早上进教堂的时候，人们是怎么问候你的？如果你们
是从英国来的，你们会怎么跟人打招呼？（握手）请孩子们互相握手。
如果你们是在迦纳和人见面，他们会怎么接待你们？（会给你们一杯水
喝）给孩子们喝一些水。如果你们遇到来自夏威夷的人，他们会怎样跟
你们打招呼？（他们会说“阿罗哈”，然后在你们的脖子上挂一个花
环）拿花环给孩子们看。印度人会怎么问候你们呢？（拥抱那个人，并
以虔诚的态度双手合十）请孩子们试着做。如果你们到他们家做客，他
们会帮你们洗脚，请你们喝饮料。展示毛巾和一盆水。

总结
问：所有这些接待和问候的方式，要表达什么？（欢迎你，我很高兴
见到你）当有人对你们微笑，对你们说欢迎的时候，你们有什么感觉？
（快乐、对方喜欢我在这里）如果有人凶巴巴的把你们推开，你们会觉
得怎样？（难过、孤单）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会讲到，有人不想让孩
子靠近耶稣，这时，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今天的主题信息非常特別：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的小孩。

B．尿布接力赛
你需要：
□两个大的洋
娃娃
□两张尿布
□安全別针
□桌子或其它
平面物

预先在一张桌子或平台上，摆好两个洋娃娃、尿布和安全別针。将孩
子们分成两组，说：我们要进行一场尿布接力赛，你们到桌子旁边来，
帮洋娃娃包好尿布，带着洋娃娃走到那里（指定一个定点），再带着洋
娃娃回来，把尿布拿掉。你们组的下一个成员，接着做同样的事情。持
续进行比赛，直到其中一组的人全部轮流做完为止。

总结
问：帮洋娃娃包尿布难不难？有谁帮忙照顾过小婴儿？你们帮忙做过
什么事？小婴儿能为自己做什么事？（什么都不会）在今天的故事中，有
人不想让孩子靠近耶稣，耶稣会如何反应呢？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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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C．我喜欢……
将材料发下去，说：我们要来做一幅自己喜欢的拼贴画。随便找一些
图片，剪下来在我们纸上贴成一幅拼贴画。完成后的拼贴画，可以用来
布置教室。

总结
拿起几张拼贴画，问：谁喜欢这样东西（东西的名称）？你们最喜欢

契

你需要：
□玩具目录
□婴儿或儿童
用品目录
□纸
□胶水
□剪刀

的玩具或活动是什么？是谁给你们那个玩具，或带你们进行那个活动？
我们会讲到，有人不想让孩子靠近耶稣，而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希
望孩子们能够进入祂的家庭中，祂永远都欢迎我们到祂那里去。今天的
主题信息是：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的小孩。
Any
Time

交

赞美和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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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祂如此爱我和你》（《为喜乐歌唱》第28首）
《耶稣爱小孩》（《为喜乐歌唱》第37首）
《上帝的大家庭》（《为喜乐歌唱》第139首）
《赞美祂，赞美祂》（《为喜乐歌唱》第首12）
《更多的耶稣》（《为喜乐歌唱》第首38）

圣

工
分享《儿童圣工消息》中的一则故事，侧重于故事中关于团契的教导。

捐

献

说：耶稣一向喜欢孩子们，我们在安息日学了解到祂是多 你需要：

么爱我们。有些孩子不了解耶稣，以及祂的爱。我们的捐款将
用于帮助圣工向他们介绍耶稣，以及祂是多么爱他们。

祈

□容器或收
捐袋

祷
耶稣爱我们每个人，在今天早上的祷告中，我会说：“耶稣，谢谢你爱

我。”你们每个人也都说：“耶稣，谢谢你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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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你需要：
□圣经时代服
装

体验故事
角色阵容：耶稣，两三个比较

（他们跑向耶稣，不时转头招

高的孩子当门徒，其余的孩子分三

呼同伴快点跟上）这些母亲们带着

组：拥挤向前听耶稣讲道的人；生

孩子穿过小镇，一路上招呼她们的

病的人；妈妈和孩子们。

朋友带孩子一起来：“跟我们一起

讲故事
“你们听说那个消息了吗？耶
稣到我们镇上来了。”（人们交头
接耳、低声说话）消息像长了翅
膀，迅速传遍了整个小镇：“耶稣
来了。”每个人都想要见到祂。男
人们丢下手头的工作，急着去听祂
讲道。（人们急切地向前走，有人
扶着病人尽力往前挤）家人和朋友
们抬着病人去见耶稣。他们听说耶
稣已经医好了许多病人，也想得到
祂的医治。
人们都非常惊讶，当他们亲眼
见到耶稣医治了眼瞎的，又使瘸腿
的人站起来行走，他们蹦蹦跳跳
的，好像从来就是健康完全的一
样。（那些本来生病的人，都好
了，欢呼雀跃）
母亲们听说耶稣来了，也很想
见到祂。她们希望耶稣可以祝福自
己的孩子（母亲们叫过孩子，做一
些帮孩子清洁整装的动作）。她们
赶快把孩子们叫回家，梳洗干净，
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当孩子们听
说要去见耶稣，可高兴了。他们很
喜欢耶稣，因为祂总是笑脸相迎，
说话柔和，和蔼可亲；祂会讲很奇
妙的故事给他们听；祂很喜欢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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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送祂的花和其他小礼物。

去见耶稣吧。”孩子们也招呼他们
的朋友，不一会儿，去见耶稣的母
亲和孩子们成了一大群。
（各人行走的速度不同）有些
母亲带着的孩子还小，没办法走很
快。孩子刚蹒跚学步，需要慢一
点。他们好容易走到了。可是耶稣
的身边已经围了很多人。他们站在
外围，努力想穿过人群挤进去见耶
稣（试图挤进人群）。有些个小的
孩子试着从人群的间隙爬进去，但
还是没有办法靠近耶稣。
每个人都想看耶稣。众人拥拥
挤挤，推攘着向前。母亲们无计可
施，照这样是没有什么希望见到耶
稣了。她们也不知道还有谁可以帮
忙。噢，对了，说不定祂的门徒们
可以。
（母亲们跟门徒讲话，门徒们
摇头，要她们走开）门徒一看到孩
子们，就摇头说：“快走开！难道
你们看不出夫子现在很忙，也很累
了吗？”
（耶稣向孩子们招手，要他们
过去）耶稣看到这个情景，就对门
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
要禁止他们。因为上帝的国度，属
于像这些小孩子的人。”
（孩子们来到耶稣跟前，坐在

团

祂身旁）门徒和群众都很讶异，急
忙让出一条路，母亲和孩子们快步
走过去。耶稣花了很长的时间与他
们在一起，祂把孩子们抱过来坐在
腿上，并且祝福他们。可能祂还告
诉那些妈妈们，如何教育孩子，让
他们敬畏上帝。
我们不确定耶稣那天对母亲和
孩子们说了些什么话，但我们可以
确定的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想
和祂在一起而生气──祂反而很高
兴！祂愉快地和他们说话，因为祂
爱他们！
耶稣今天依旧很关心母亲和孩
子们。祂关心你和你的家人。耶稣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总结
问：为什么母亲们希望耶稣能
见她们的孩子？为什么门徒叫那些
母亲和孩子们走开？假如你是那些
孩子中的一个，当门徒要你们走开
时，你会怎么想？当耶稣说：“让
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你又会怎么
想？耶稣说大人必须变得小孩子的
样式，是什么意思？（不是说他们
应该变得幼稚，而是他们需要有孩
子一般纯真的信仰）知道上帝的家
庭欢迎孩子们，你们有什么感觉？
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的
小孩。

让小孩子
到我
这里来，
不要
禁止他们，
因为在上帝国的
正是这样的人。
路18:16

契

指着彼此
向上指
招手
摇头
举手向前，手
掌向外做阻止
貌
向上指
指着孩子们
合掌后分开

圣经学习
说：圣经里还有更多例子显示耶稣是
多么喜爱小孩子的。将孩子们分成三组，
每组分派一处下列的经文，请他们表演
这些经文。成人视需要提供协助。
路9:38-43

你需要：
□圣经

约4:46-54
太9:18、19，23-25

总结
问：这些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对孩子怎
样？（祂喜爱孩子，乐意帮助孩子们。）
你们觉得，在耶稣医治或救活了那些孩子
之后，他们的家人会有什么感受？（高
兴、感恩）看耶稣的脸，你们觉得会是什
么样的经验或感受？接纳所有的答案。耶
稣的行动表明，对祂来说，小孩子很重
要，孩子是上帝国度的一分子。让我们一
起说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的小
孩。

存心节
背诵存心节，运用下列动作和
经文搭配。反复进行，直到孩子们
将经文记住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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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你需要：
□沙包或纸团

A．101个理由
请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站好，

预先将各个

说：我会把这个沙包（纸团）丢给

英文字母写在一 你需要：

一个人，接到沙包（纸团）的人要

张纸上，说：当 □纸

说：“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的小

耶稣吩咐祂的门

孩，因为……”讲出上帝赐给你的

徒们，让小孩子到祂那里去时，祂

一件东西，或是上帝爱你的一个原

对孩子们表示，欢迎他们加入祂的

因。然后把沙包（纸团）丢给下一

家庭。让我们从头到尾看一遍这些

个人，不要丢给已经接到过的人，

字母，看看我们能不能从每个字母

每个人都要轮一次。当游戏结束，

上，找出一样可以显示上帝有多么

请孩子们围着圆圈坐下。

爱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加入祂家庭

总结

的东西。

问：知道上帝希望你们成为祂

□记号笔

总结

家庭中的一分子，对你们有什么意

问：上帝的家欢迎你们吗？你

义？（我觉得很高兴、有安全感、

们怎么知道？正如耶稣在世上时，

感恩、很棒……等等）你们要怎么

欢迎小孩子们一样，祂今天仍然希

让別人看出，你们是上帝家庭的一

望我们到祂那去。让我们一起唱

分子？给他们充分的时间讨论，鼓

《耶稣爱我》（《为喜乐歌唱》第

励、肯定他们的想法，例如：帮忙

27首）。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

当招待，帮忙收圣经、赞美诗，在

题信息：

家里听话。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分
子，是很美妙的事。让我们一起说
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
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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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到Z的祝福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
的小孩。

团

契

信息分享
新生命的喜悦

（准妈妈的名字）关怀包裹时，一

预先弄清楚教会中有没有任何

起拿给她。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把所

待产的准妈妈，如果没有，可以与

需要准备的东西写下来了？请尽量

医院或妇幼保健院联系。说：（准

在下个安息日，把这个清单中的东

妈妈的名字）快要生小纸纸了，我

西带来。你们谁有弟弟或妹妹？別

们想要告诉准妈妈和小纸纸，上帝

忘了告诉他们，他们是上帝家中的

有多么爱这个小纸纸，希望她们可

一分子。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

以成为祂家中的一分子。小纸纸需

题信息：

要些什么东西？大家一起讨论，列
出一张清单。选一些婴儿需要，但
又不会太贵的物品，在前面打个星

你需要：
□卡纸
□蜡笔或记号
笔
□纸
□铅笔
□黑板或白板
□粉笔或记号
笔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的
小孩。

结束

号。我们要做一个关怀包裹，给这

请大家围成一个圆圈，然后唱

位准妈妈和小纸纸。请你们将这些

《祂的爱彰显于我》（《为喜乐歌

东西列下来，看看你们下个安息日

唱》第25首）。以祷告作为结束，

能不能带这些东西来。

祈求上帝帮助孩子们明白耶稣爱他

将卡纸和蜡笔或记号笔发给孩

们，希望他们进入祂的家庭。提醒

子们。让我们来为这个小纸纸做一

孩子们，将写好的“关怀婴儿”清

张欢迎卡，在卡片上，请你们写

单带回家。

上：上帝的家欢迎小孩子。

总结
欣赏孩子们做的卡片。我们要
把这些卡片保留起来，在我们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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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小礼物。
这些母亲们带着孩子穿过小镇，一路上

经文

招呼她们的朋友带孩子一起来：“跟我们一

路18:15-17；
参考资料《历代愿望》第449-454页

起去见耶稣吧。”孩子们也招呼他们的朋

存心节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路18:16

友，不一会儿，去见耶稣的母亲和孩子们成
了一大群。
有些母亲带着的孩子还小，没办法走很

主题信息

快。孩子刚蹒跚学步，需要慢一点。他们好

上帝的家欢迎像我这样的小孩。

容易走到了。可是耶稣的身边已经围了很多

想像一下，假设有一位贵宾来访问你们
的城镇，大家都会做什么事？相关的照
片会不会登上报纸？你会不会站在一旁
挥舞旗帜？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有一
位非常重要的人来到了镇上。事情经过
是这样的……

人。他们站在外围，努力想穿过人群挤进去

“你们听说那个消息了吗？耶稣到我们

可以帮忙。噢，对了，说不定祂的门徒们可

镇上来了。”消息像长了翅膀，迅速传遍了

见耶稣。有些个小的孩子试着从人群的间隙
爬进去，但还是没有办法靠近耶稣。
每个人都想看耶稣。众人拥拥挤挤，推
攘着向前。母亲们无计可施，照这样是没有
什么希望见到耶稣了。她们也不知道还有谁
以。

整个小镇：“耶稣来了。”每个人都想要见

门徒一看到孩子们，就摇头说：“快走

到祂。男人们丢下手头的工作，急着去听祂

开！难道你们看不出夫子现在很忙，也很累

讲道。家人和朋友们抬着病人去见耶稣。他

了吗？”

们听说耶稣已经医好了许多病人，也想得到
祂的医治。
人们都非常惊讶，当他们亲眼见到耶稣

耶稣看到这个情景，就对门徒说：“让
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上
帝的国度，属于像这些小孩子的人。”

医治了眼瞎的，又使瘸腿的人站起来行走，

门徒和群众都很讶异，急忙让出一条

他们蹦蹦跳跳的，好像从来就是健康完全的

路，母亲和孩子们快步走过去。耶稣花了很

一样。
母亲们听说耶稣来了，也很想见

长的时间与他们在一起，祂把孩
子们抱过来坐在腿上，并且

到祂。她们希望耶稣可以祝福

祝福他们。可能祂还告诉

自己的孩子。她们赶快把孩子

那些妈妈们，如何教育孩

们叫回家，梳洗干净，穿上

子，让他们敬畏上帝。

他们最好的衣服。当孩子们听

我们不确定耶稣那天

说要去见耶稣，可高兴了。

对母亲和孩子们说了些什

他们很喜欢耶稣，因为祂总是

么话，但我们可以确定的

笑脸相迎，说话柔和，和蔼可

是，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

亲；祂会讲很奇妙的故事给他

想和祂在一起而生气──

们听；祂很喜欢孩子们送祂的花

祂反而很高兴！祂愉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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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和他们说话，因为祂爱他们！
耶稣今天依旧很关心母亲和孩子们。祂

契

关心你和你的家人。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
友。

亲子时间

• 唱一些赞美诗歌，感谢上帝赐给你一个
美好的家庭。

安息日

星期三

• 下午和家人一起去散步，假设你们大家
正要去见耶稣，看看谁的步伐最大，谁
的步伐最小？差距有多少？
• 感谢上帝，因为你能够自由的跑步、走
路和跳跃。

星期天
• 在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路18:1517。当耶稣谈到上帝的国度属于小孩子
时，祂是什么意思？请一个人装扮门
徒，大家是否可以绕过他。
• 画一幅小孩子的图画，将存心节写在上
面。将画剪开，做成拼图。将拼图拼
好，念出存心节。用这幅拼图，将存心
节教给你的家人。
• 为上帝永不止息的爱感谢祂。

星期一
• 与家人一同阅读并讨论太19:13-15。耶
稣对祂的门徒说了什么？请父母告诉
你，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上帝的家
是欢迎他们的？
• 为你的房间制作一幅欢迎旗帜，用它欢
迎来看你的人。
• 感谢上帝，因为祂欢迎孩子们进入祂的
家庭。

星期二
• 在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路18:1830。为什么那个年轻人转身离开了耶
稣？他需要舍下哪些东西？
• 请家人想出一位不参加安息日学的朋
友，邀请那位朋友在下个安息日前来。
• 找一些旧杂志。剪下一些向你诉说上帝
爱你的图片。画一个大的心形，将剪下
来的图片贴上。在心形下面写“上帝爱
我”，展示给家人看。

• 与你的家人一同阅读并讨论太18:1-6。
耶稣为什么告诉祂的门徒，要像小孩子
一样？祂要他们去玩幼稚的游戏吗？还
是祂有別的意思？
• 询问妈妈，能不能做一些饼干。可能的
话，用人形或心形的饼干模型。与朋友
们分享这些饼干，告诉他们，耶稣爱他
们，希望他们也能成为祂家里的一分
子。
• 在祷告前，唱《上帝的大家庭》（《为
喜乐歌唱》第139首），为一位还不认识
上帝的挚爱朋友祷告。

星期四
• 在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太9:18、
19、23-25中的故事，例举一些关于耶稣
帮助孩子们的故事。
• 在今天，为某个人做一些好事。洗碗
盘，帮忙照顾小弟弟、小妹妹，告诉他
们，你爱他们，他们是上帝家中的一分
子。
• 运用打印台或印泥，制作一个指纹家
族。按一个指纹当头、一个指纹当身
体，其余两个当手和脚，按你家庭成员
的数量制作指纹人。
• 请求上帝赐福全家，你的姑婶阿姨，叔
伯舅舅，表兄弟姐妹及堂兄弟姐妹，还
有祖父母，外祖父母。

星期五
• 在今天的崇拜中，阅读路18:15-17，与
家人一同演出这个故事，一起背诵你的
存心节。
• 唱你们最喜爱的赞美诗歌，为安息日的
赐福感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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