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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赐给我们服侍的恩赐。

故事大纲
在五旬节之后，众门徒继续教导人群，当有新的信徒加
入的时候，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祈祷，而且共用所有的事
物。很多人变卖了他们的财物来帮助那些需要的人，使徒继
续施行许多奇事，教会不断增长，人数天天加增。

存心节
“甘心事奉，好像服侍
主，不像服侍人。”
（弗6:7）

这是关于服侍的教导
上帝赐给我们服务他人的才干之一就是能看到他人的需
要，同时也看到我们有哪些资源可以满足这些需要。这种能
力能为上帝的仁慈作见证，并为祂的国度赢得更多的国民。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信徒这种慷慨的精神乃是圣灵沛降的结果，信从福
教学目标
孩子们可以
知道：上帝的恩赐是要用
来服务他人的。
感受：愿意尽可能地帮助
其他人。
回应：每天参与服务他人
的工作。

音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有一个共同的动力支配着他
们——那就是完成所交付他们的使命；因此贪婪在他们生
活中便没有立足之地。他们对于弟兄和对于所支持之圣工的
爱，胜过贪爱钱财产业的心。他们的行为证明他们看人的灵
性较比属世的财富更为宝贵。”
“每当上帝的灵掌管了人的生活时，其结果必然如此。
凡是心里充满基督之爱的人就必跟从那为我们成了贫穷、叫
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的主所留下的榜样。他们估量
自己从上帝所领受的钱财、光阴，影响力——这一切的恩赐

主题信息

只不过是推进福音工作的资源。早期的教会就是如此；在今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

日的教会中，若能看到教友因圣灵的能力而转离对属世事物

们能帮助他人。

的爱好，甘心牺牲，俾使同胞可以得听福音，则所传的真理
就必在听众身上发挥强大的感化力了。”（《使徒行述》第
53-54页）

教室布置
参考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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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侍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欢

赞美和祈祷

圣经课程

课程应用
信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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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

预备活动

Any
Time

持续时间

A．设计教堂

玩具建筑砖块或纸张，铅
笔

B．分享礼物

简单的模具，胶水，剪刀

交谊

无

颂赞

《为喜乐歌唱》歌本

圣工

儿童圣工消息

捐献

贴有服侍其他人的文字或
图片的盒子

祈祷

礼品盒，纸张，铅笔

体验故事

圣经时代的服装，桌子，
椅子，钱币

存心节

无

圣经研究

圣经，黑板或白板，粉笔
或白板笔

你就是教会

镜子，纸袋，欢乐歌曲

A．上帝需要你

纸，白板笔

B．帮助他人

黑板或白板，粉笔或白板
笔

＜1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15分钟

＜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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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
你需要：
□玩具建筑砖
块或
□纸张及铅笔

选择最适合实际情况的活动。

A．设计教堂
说：今天，我们将要建造一所理想中的教堂。把建筑砖块或纸张和
铅笔分发给孩子，给孩子们一些时间，让他们来建造或画出计划中的教
堂。

总结
问：你们认为对于一个教会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让孩子们
来解释他们认为什么是必须的。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
教会呢？不可缺少的是什么？（人）作为一个教会大家庭的成员，我
们应该彼此帮助。上星期我们学习到，耶稣升天后不久，有三千多人
受洗加入了早期教会，今天我们要学习他们如何互相帮助。今天的主
题信息是：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帮助他人。

B．分享礼物
要孩子们把纸或纸板模型剪开后粘在一起。三人组成一个小组，给一
个孩子模型，一个给胶水，另外一个给剪刀。
说：今天我们要做这些模型，哪一个小组先来做？在每个小组里有
孩子会说他们没有模型，有些人会想到互相帮助。在他们结束后，表扬

你需要：
每三人一组
□简单模型
□胶水
□剪刀

他们所做的模型。

总结
问：当我让你们做模型的时候，你们有什么问题？（不是每一个人都
有所有必需的材料）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互相帮助）这就是上
帝想要我们做的，祂使我们有不同的恩赐，使我们能够互相帮助。今天
的主题信息是：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帮助他人。
让我们一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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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Any
Time

交

赞美和祈祷

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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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信靠主》（《为喜乐歌唱》第111首）
《穿越这条路》（《为喜乐歌唱》第131首）
《我的灯需要油》（《为喜乐歌唱》第132首）
《耶稣使我们发光》（《为喜乐歌唱》第133首）
《我的小亮光》（《为喜乐歌唱》第134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或其他圣工消息，侧重于如何用自己的恩赐帮

助他人。

捐

献

你需要：

说：全世界各地的人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敬拜上帝。有一 □贴有服侍
些人不得不在室外敬拜，即使当地气候非常炎热，或正下
其他人的
着倾盆大雨。有些人在美丽的教堂里敬拜，有些人必须在
租用的场所里敬拜，有时候我们的捐献是用来帮助在全世

文字或图
片的盒子

界各地建造教堂。

祈

祷

你需要：
□礼品盒
你的其中一个恩赐，以及某个你想帮助的人，完成后，把它放 □纸
入盒子里。大家一起在盒子旁祈祷，祈求上帝祝福孩子们的恩 □铅笔
赐，并帮助他们有机会使用这些恩赐来帮助他人。
说：上帝赐给我们恩赐去帮助别人。写出或画出上帝赐给

41

少儿学 课

PRIMARY

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圣经时代的 角色阵容
分成两组：
服装
□桌子，椅子
小组1的人们比较富裕
□玩具钱币
愿意变卖他们的土地。
小组2的人们是刚来到耶路撒冷的贫穷
信徒。
有人买地（富裕的信徒邀请刚信主的贫
穷信徒一起吃饭，并分享他们的钱财）。

说故事
所有的门徒都沉浸在快乐和惊叹之中，
想到有三千新信徒在一天内加入了教会，
这多么令人振奋啊！
许多新信徒都是初来耶路撒冷的人，

（小组2成员四处走动，非常兴奋，看起来
像初来乍到） 他们长途跋涉从遥远的地方
赶来耶路撒冷参加五旬节，并且计划节庆
结束后就要回家的。但是现在他们并不想
急着回家，他们想多停留几天，好从门徒
那里得知更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他们真的
想更了解耶稣。
耶路撒冷的信徒欢迎新信徒来到他们
的家里，（小组1邀请小组2加入他们，他

们一起吃，一起跪下祷告） 他们一起吃，
也一起祈祷，一起称颂主。有一些信徒很
富有，有的则比较贫穷，还有一些人，当

人，大家都分享了他们的财物。几天前在这
个世上看来很重要的事物，现在对他们来说
不再是那么重要了。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
活，也相信祂会再来带他们到天国与祂同
住。他们满怀希望和爱。
信徒们已被圣灵充满，他们想要和每个
人分享这份希望和爱。圣灵也藉着信徒们行
了很多神迹。
在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没有报纸，没
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但是这没有减缓早期
教会福音传播的速度，每个人心存敬畏，每
个人都在谈论福音。（孩子们彼此耳语）
“你听说了今天早晨在圣殿前发生的事
情吗？”
“还记得我的邻居吗？她从小生下来就
有残疾，让我告诉你，昨天发生在她身上的
神迹！”
“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早期教会的人们教导上帝的话语，他们
快乐地彼此分享，时常一起吃饭（包括一般
用餐和特别的圣餐）。他们一起赞美主，一
起祈祷，每天都有新的人听到耶稣的好消息
而决定加入教会。

总结
问：为什么众门徒如此快乐？（因为有
三千人加入了教会）

变成了基督徒以后，就被他们的家庭赶了

信徒们每天都做了些什么事情？（他们

出来了，他们变得一无所有。（模仿人卖

一起祷告，一起聚会彼此分享他们所有的东

了东西拿到一些钱，将一些玩具钱币给其

西）

他人） 一些比较富有的信徒变卖了他们的

对有一些人来说，当他成了基督徒以

财产，用所得的钱财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

后，怎么样了？（有一些人失去了全部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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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的财物；有一些人则被家人赶了出来）
那些有钱的信徒怎么做？（他们变卖自
己的财产去帮助穷人）
消息是如何传开的？（人们相互谈论）

让会阅读的孩子帮助不会阅读的孩子，
或由大人帮忙。每一次读一节经文，接着就
把他们所做的活动列在黑板或白板上。
42节 教导，交谊，擘饼，祈祷

每个人都分享他们所有的并且互相帮助。让

43节 行神迹奇事

我们说出今天的信息：

44节 都在一处，凡物公用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帮
助其他人。

侍

45节 变卖财产，分给穷人
46节 在圣殿／教会里见面，一起吃喝
47节 赞美上帝

存心节
用下面的动作学习存心节直到孩子们熟

总结
问：上面所列的活动中，有哪些在当今

记为止。
甘心事奉

把右手放在胸口，再向前

的教会中还会做的？讨论当地教会所做的社
区服务工作和ADRA（安泽国际救援组织）更

好像
服侍

伸展好像在邀请某人就座
手指向其他人
把右手放在胸口，再向前

伸展好像在邀请某人就座
主
向上指
不像服侍人。 左右摇头，手指向其他人
弗6:7
合上双手，再打开

大规模的服务工作。
当早期信徒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使
用了哪些恩赐？（他们使用了殷勤好客和医
治的恩赐）
早期的基督徒使用他们的恩赐帮助别
人，我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让我们一起
说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你需要：
□圣经
□黑板或白板
□粉笔或白板
笔

圣经研究
问：圣经里记载早期的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帮
助其他人。

基督徒做了什么事情？让
我们一起阅读徒2:42-47，
把他们所做的事情列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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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你就是教会
事先把一面镜子放进
你需要：
一个纸袋里。
□镜子
□纸袋
说：在我的袋子里有
□《为喜乐歌 一个对每一个教会来说都
唱》歌本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实际

总结
问：袋子里是什么东西呢？（也许大部
分人都会说是一面镜子）但是，你在镜子里
看到了什么？（他们自己的影像）
每一个教会需要什么？（人）什么样的
人？（以认识耶稣并跟人分享耶稣为喜乐的

上，如果没有我袋子里的这个东西，没有哪

人）就是那些愿意分享他们的才干和恩赐并

一个教会可以存在和运作。你能猜猜这是什

去帮助别人的人。

么东西吗？预留一些时间让孩子们猜测。
问：你想看看我袋子里是什么东西吗？
我会单独给你们每一个人看，只要你不告诉
别人袋子里的是什么东西。离开孩子们一些
距离，然后叫他们一个接一个到你的跟前来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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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一起唱《我们就是教会》（《为
喜乐歌唱》第141首）。让我们一起说出今
天的主题信息：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
帮助其他人。

服

侍

信息分享
A．上帝需要你

你需要：
说：当战争的时候，政府
□纸
□铅笔或 有时会张贴海报招募军人。上
白板笔 帝正在发起一场对抗罪恶的战
争，祂需要我们来帮助，祂需
要你和我为祂奉献我们的才华。

B．帮助他人
和孩子们讨论能做什 你需要：
么事情帮助教堂保持干 □黑板或白板
净，或者跟牧师讨论小学 □粉笔或白板
生能在教堂的周围做哪些

笔

事情。可以是清扫马路或是除草。

让我们举行一次海报活动，每个人需要

列一个清单，写下有哪些事情需要做。

想出一个与主题“上帝需要你”相关的信

让孩子们组成工作小组，组员不得超过四个

息，在海报上加上图片来表达你的想法。分

人，来计划他们如何进行他们的工作。确定

发材料。预留充分的时间完成。

最适合每一个人的工作的时间。

总结

总结

完成后，请孩子们将他们的海报展示给
班级看。不要勉强任何人，赞扬每一张海
报。

让每一个小组说说他们要做的事情以及
他们打算做的方式。
说：上帝赐给我们健康和体力，还有其

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告诉人们上帝需
要他们呢？
早期的基督徒是如何做的？（他们告诉
朋友和邻居，并且邀请他们亲自来听有关耶
稣的信息）
我们能邀请朋友来参加哪些活动？（安
息日学，崇拜聚会，前锋会，以及其他的教
会活动）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用这些恩
赐来帮助他人。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题

他许多的恩赐，我们可以使用它们来帮助他
人以及帮助建造教会。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
的主题信息：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帮
助其他人。

结束
让孩子围成圆圈站立。祈求上帝让你的
教会成长，每个人在未来的一周内可以使用
他们的恩赐帮助他人。

信息：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帮
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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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所有。一些比较富有的信徒变卖了他们的财
经文

产，用所得的钱财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徒2:42-47；
参考资料《使徒行述》53-54页

大家都分享了他们的财物。几天前在这个世

存心节

上看来很重要的事物，现在对他们来说不再

“甘心事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弗6:7）

是那么重要了。他们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

主题信息
上帝赐给我们恩赐，使我们能帮助他人。

也相信祂会再来带他们到天国与祂同住。他
们满怀希望和爱。
信徒们已被圣灵充满，他们想要和每个

你曾经在教堂里看过受洗的过程吗？也
许你已经受过洗了，受洗时人们是难过
呢，还是快乐？早期的基督徒异常激
动，因为有这么多人加入教会。
所有的门徒都沉浸在快乐和惊叹之中，
想到有三千新信徒在一天内加入了教会，这
多么令人振奋啊！
许多新信徒都是初来耶路撒冷的人，他
们长途跋涉从遥远的地方赶来耶路撒冷参加
五旬节，并且计划节庆结束后就要回家的。
但是现在他们并不想急着回家，他们想多停
留几天，好从门徒那里得知更多关于耶稣的
事情，他们真的想更了解耶稣。
耶路撒冷的信徒欢迎新信徒来到他们
的家里，他们一起
吃，也一起祈祷，
一起称颂主。有一些
信徒很富有，有的
则比较贫穷，还
有一些人，当
变成了基督徒
以后，就被他们
的家庭赶了出来
了，他们变得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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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分享这份希望和爱。圣灵也藉着信徒们行
了很多神迹。
在那个时代的耶路撒冷，没有报纸，没
有收音机，没有电视，但是这没有减缓早期
教会福音传播的速度，每个人心存敬畏，每
个人都在谈论福音。
“你听说了今天早晨在圣殿前发生的事
情吗？”
“还记得我的邻居吗？她从小生下来就
有残疾，让我告诉你，昨天发生在她身上的
神迹！”
“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
早期教会的人们教导上帝的话语，他们
快乐地彼此分享，时常一起吃饭（包括一
般用餐和特别的圣
餐）。他们一起赞
美主，一起祈
祷，每
天都有新
的人听
到耶稣
的好消
息而决定
加入教会。

服

基督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现今仍然应
该做这些活动。信徒们应该教导上帝的话
语，并且乐意彼此分享。我们应该常在一起

亲子时间
安息日

•早期的基督徒喜欢彼此交谊并花时间在
一起。如果可以，约另外一家人见面，
一起做一些事，与他们分享你所学的内
容。
•早期的基督徒彼此帮助。试着在今天帮助
每一位家人。感谢上帝赐给你能力去帮
助他人。

星期天

•与 你 的 家 人 一 同 阅 读 并 讨 论 徒 2:4247。列出早期的基督徒所做的事情。哪
些活动对你有吸引力？哪些对你的家人
有吸引力？一起做那些吸引你的家人的
事情。
•画一个大的心形图，将存心节写在上面，
然后将它剪成若干片，把碎片组合成一
个心形并复习存心节。使用这个方式教
导你的家人存心节的内容。

星期一

•在今天的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约一
3:17-18。上帝要求我们做什么？今天你
如何使用你的双手来帮助人？在今晚家
庭崇拜中分享你的经验，祈求上帝与你
今天所帮助的人同在。
•请你的家人计划一次野餐或下个安息日的
某一餐，问他们你是否能邀请其他人加
入。
•访问教会的一名教友，问问他如何帮助教
会，他使用的是哪些恩赐？

星期二

•与 你 的 家 人 一 同 阅 读 并 讨 论 徒 2:4243。列出早期基督徒所做的事，你能做

侍

饮食，一起领受圣餐，一起赞美主，一起向
祂祷告，主还会把得救的人数继续加到我们
中间来。
哪些事？
•什么事情使人们敬重门徒？查“敬重”这
个词的意思，想想你所敬重的事情并画
出它。
•今天教导某个人关于耶稣的新事情。
•查一查你的教会有多少信徒，为你的教会
的信徒及牧师祷告。

星期三

•在今天的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徒
2:44、45。列出早期基督徒所做的事。
你必须和别人分享什么？你如何能帮助
教会的社区服务计划？问你的家人你如
何能帮助其他人。
•感谢上帝赐给你家庭中的所有财物。祈求
祂引导你找到需要你帮助的人。

星期四

•在今天的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徒
2:46-47。学习早期基督徒的榜样并在崇
拜中赞美上帝。让每个人选择他们最喜
欢的赞美诗歌，制做一些小手工，唱歌
时可以挥动（把石头或干燥的谷粒放在
空罐或塑料容器中），一面唱歌一面摇
动它。为音乐的恩赐感谢上帝。
•今天为一位家人做一件美好的事情，让它
成为你和上帝之间的秘密。

星期五

•在今天的家庭崇拜中，阅读并讨论徒
2:42-47。用手势比划早期教会各种活
动，让你的家人猜一猜这是什么活动。
•在祷告之前，一起复习存心节。祈求上
帝差遣圣灵在安息天和每天当中与你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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