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学 课
PRIMARY

第七课 • 现在我可以看见了！

现在我可以看见了！
本月主题
经文
徒9:10-19
参考资料
《使徒行述》93-97页

上帝永远不会停止爱我们。

故事大纲
耶稣向扫罗显现并告诉他，祂会差遣亚拿尼亚去恢复他
的视力。然后耶稣对亚拿尼亚说话，叫他去见扫罗。起初，
亚拿尼亚很犹豫，因为他知道扫罗的名声和他来大马士革迫
害信徒的任务。但是耶稣向亚拿尼亚证实祂要拣选扫罗做伟

存心节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徒9:15）

大的工作，亚拿尼亚这才去见扫罗，并称呼他为“弟兄”。
上帝使用亚拿尼亚来医治扫罗，亚拿尼亚预言扫罗将会被圣
灵充满。

这是关于恩典的教导
上帝的恩典临到扫罗的人生，不仅阻止他逼迫基督
教学目标
孩子们可以
知道：上帝的恩典能改变人
心。
感受：因上帝的爱能改变我
们的心而感谢祂。
回应：祈求上帝改变我们
的心，使我们爱主爱
人。

徒，而且改变他，使他成为自己过去曾竭力镇压之人的领
袖。亚拿尼亚也是一个关于恩典的例子，因为他接纳了扫
罗，称呼他为“弟兄”，接纳他进入信徒的大家庭。今
天，上帝的恩典依旧在罪人的生命中作工。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当扫罗在盲目的错误和偏见之中获目睹他所逼迫之
基督的显现时，他便得与教会— 就是世上的光直接交
通。在这件事上，亚拿尼亚代表基督，也代表基督在地上
的使者，就是指定代替衪的。亚拿尼亚代表基督摸扫罗的

主题信息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眼睛，叫他能看见。他代表基督按手在扫罗身上，当他奉
基督的名祷告时，扫罗就领受了圣灵。一切都是奉基督的
圣名并靠基督的权威而行的。基督是泉源；教会是交通的
渠道。”（《使徒行述》97页）

教室布置
参考第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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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典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欢

赞美和祈祷

圣经课程

活

动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聆听
他们分享本周开心或烦 无
恼的事。

迎

预备活动

Any
Time

持续时间

＜1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A．吹泡泡

装着泡泡的小容器，细铁丝

B．装死

无

C．蒙眼行走

眼罩

交谊

无

颂赞

《为喜乐歌唱》歌本

圣工

儿童圣工消息

捐献

和圣工地区有关的奉献用品

祈祷

黑板或白板，粉笔或白板笔

体验故事

圣经时代的服装，水果，桌
子，椅子，录音机，

存心节

小沙包或皱纸团

圣经研究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纸，铅笔／记号笔，透明胶片

信息分享

＜15分钟

爱不可爱的人

纸，铅笔，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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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
□装着泡泡的
小容器
□细铁丝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实际情况的活动。

A．吹泡泡
把装有泡泡的容器分给孩子们，说：让我们看看谁可以一次吹出最多

泡泡的配方：
把半杯水和半
杯洗洁精混
合。
要泡泡变大：
增加洗洁精
的分量。
要使吹起泡泡
维持久：增
加和洗洁精
同样分量的
糖、凝胶或
甘油。
将细铁丝转成
圆圈状制作
成泡泡的吹
棒。

的泡泡，谁吹的泡泡最大。

总结
问：你认为上帝为什么制造泡泡？（接受每一个答案）我不确定是什
么原因，但是我喜欢认为是因为上帝爱我们。泡泡就像免费的礼物，你
不用做什么事情，就能得到礼物，你所要做的就是接受。上帝还给了我
们什么事物，只因为祂爱我们？（美丽的花朵，美味的食物，闪闪的星
星，美丽的彩虹，香味）所有这些事物都显示了上帝的恩典。通过一个
不同寻常的方式，扫罗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我们今天要听到更多关于他
的故事。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B．装死
让小朋友排们成队，说：今天我们要做“装死”的游戏。你们每一
个人轮流到我跟前，你们要用背对着我，当我说“开始”时，你们要放
松，保持身体笔直，然后向后倒下，我会接住你们。

总结
问﹕这样放松倒下难不难做到？为什么？如果是一个陌生人站在你的
背后来接你，你有什么感受？如果是你的家人呢？当一个人很谨慎地请
你倒下时，你会相信他吗？在我们今天的故事中，亚拿尼亚所面临的就
是这样的处境。然而，他相信上帝指示他正确的路。他找到了一个方式
来分享上帝的亮光。这也就是今天的主题信息：

你需要：
□每一对孩
子一个眼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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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C．蒙眼行走
让孩子们选择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人作伙伴，用眼罩遮住一个孩子的

恩

典

眼睛，让另外一个孩子带领他绕过教室里放置的障碍物行走，走到一半的时候说：停止。
每个人换一个伙伴，你的新伙伴不可以说话，但可以牵你的手为你引路。确认所有人都换
了新伙伴。重复活动，使每一个人都玩一次。

总结
问：当你知道是谁在为你引路时，你有什么感觉？你信任那个人吗？为什么？当你不知
道是谁在引导你时，你有什么感觉？哪一个更难？在我们今天的故事当中，亚拿尼亚有个
艰难的任务。他必须去帮助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威胁要杀死他，亚拿尼亚还是去做了，因
为他相信上帝。这也是我们今天主题信息的内容：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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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118:24》（《为喜乐歌唱》第94首）
《耶稣，我们想遇见祢》（《为喜乐歌唱》第95首）
《祂的爱彰显于我》（《为喜乐歌唱》第25首）
《神就是爱》（《为喜乐歌唱》第13首）
《主耶稣爱你爱我》（《为喜乐歌唱》第28首）

你需要：
□有本季度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的故事，侧重于布道士是被上帝
布道区特
差遣的人。你不一定非要去海外才能成为一个布道士，你可
色的器具
来收集奉
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做布道士。
献款

圣

工

捐

献

说：我们的捐款用来帮助其他人认识耶稣的信息，祂如何 你需要：
爱他们，并且正在等候拯救他们。
□黑板或白

板
□粉笔或白
问孩子们有什么担忧，或迷茫的事没有。列出他们所挂虑
板笔
的事情，让大家都能看到。请几个自愿者分别为每件事代祷。

祈

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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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角色阵容
你需要：
扫罗，犹大，亚拿尼
□圣经时代的
亚，上帝的“声音”
服装
场景布置
□水果
在教室里布置一个房
□桌子，椅子
间，扫罗坐在桌旁。其余
□录音机
的孩子们可以扮演大马士
革的基督徒来观看所要发
生的事情。

说故事
（扫罗低头坐在桌子旁边） 扫罗静静地
呆在犹大的房子里，看上去一点也不像一天
前那个令人惧怕、威严、专制的扫罗。他静
静地坐着，低头弯着腰，一直在祷告。
需要祷告的内容太多了！毫无疑问，他
祈求上帝的宽恕！当想到被他残酷迫害的基
督徒时，他的心里直发抖。然而，他也一再
称颂感谢上帝对他的拯救。在大马士革的路
上亲眼见到耶稣的记忆仍然震撼着他，那一
幕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有人拍拍扫罗的肩膀，放一块水果在
他手中，他摇了摇头）犹大和他的家人给扫
罗食物吃，但他不接受，甚至连水也不喝。
最后，他们只好让他继续这样呆着。
（一组人坐下，其中一人用手肘碰碰同
伴小声说：“扫罗在这里。”）消息很快就
在大马士革传开了。扫罗已经来了，这个可
怕的、追捕基督徒的猎人。信徒们早听说他
会来，现在他真的到这里了。据说他就住在
犹大的房子里，又有传言说他不知何故眼睛
瞎了，被人带进城内，像一个无助的孩童！
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没有人能
说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亚拿尼亚在另一座房子里，他远远地
站着，好像在看什么）扫罗遇见主三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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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从耶稣的亚拿尼亚也见了一个异象。主向
他显现说：（播放录制的声音）“起来！往
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探访一个大数人，
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扫罗的眼睛瞎了，
现在正看见一个异象，异象中有个名叫亚拿
尼亚的人进来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看见。”
（亚拿尼亚摇头，看起来很紧张） 亚拿
尼亚很紧张，回答说：“主啊，许多人告诉
我，说这人在耶路撒冷大大迫害你的圣徒，
现在，他到这里来，手里拿着从祭司长那里
得来的权柄要抓捕一切求告你名的人。”
（播放录制的声音） 主向亚拿尼亚保
证：“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
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
名。”
（亚拿尼亚慢慢地走向扫罗） 亚拿尼亚
顺从了主的命令，慢慢地走向直街。他抬头
观看天上的云彩和周围忙碌的人群，所有的
事情看起来一如往常。亚拿尼亚摇摇头，这
一切事情背后有着多么不同寻常的故事啊，
他刚刚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异象！而且现在
正要去见那令人恐惧的扫罗，主说他现在已
经是一个信主的人了！
亚拿尼亚找到了犹大的房子，在屋内，
他看见扫罗静静地坐着，看不见任何东西，
正在等他。亚拿尼亚的心满了同情（亚拿尼
亚放手在扫罗的头上），他将手放在扫罗头
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
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他
又可以看见了！于是起身受了洗，然后，吃
饭喝水。

总结
问：为什么亚拿尼亚不想帮助扫罗？你
认为那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吗？当上帝要亚拿

恩

尼亚去见扫罗的时候，你认为亚拿尼亚有什
么样的想法？
如果上帝要你去帮助一个霸道的人，你
有什么感受？（害怕，不情愿，疑惑自己是
否真的听明白了上帝的话）
亚拿尼亚最后为什么还是去了？（他相
信上帝，上帝的恩典是给每一个人的。他相
信自己是上帝要帮助扫罗的工具）
现在你对今天的信息有什么感想？让我
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存心节

你需要：

把存心节写在每一个 □小沙包或
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围 皱纸团
成圆圈站立，说出第一个 □在每个人可
字，然后随意将沙包仍给
以看到的地
另一个孩子，接到沙包的
方写上存心
孩子说出存心节里的下一
节
个字。
玩了三次后，开始每进行一次就遮住一
个字，当所有的字都被遮住的时候，孩子们
也已经熟悉了存心节。
今天的存心节是：“他是我所拣选的器
皿。”（徒9:15）确定每个孩子都了解这节
经文是指扫罗说的，并解释“器皿”的意

典

让我们从徒9:15中找答案。（上帝要拣选他
在外邦人──非犹太人中间传福音）
我们再来看看上帝所拣选为祂做特别工
作的其他人。
将孩子们分成四个小组，给每个小组下
面的一段经文。让他们找出上帝拣选了谁，
怎样拣选他们。每个小组向班级汇报。把会
阅读的和不会阅读的孩子搭配在一起，大人
视情况帮忙。
太4:18-22
路5:27-31
出2:11、12；3:9-12
撒上16:1、5-13

总结
问：上帝拣选哪些人成为领袖？（渔
夫，牧羊人，罪犯，税吏）你认为这些人可
以成为领袖吗？
是什么能使扫罗这样的人成为了领袖？
（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能改变人。祂今天也能改变你
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来说出今天的主题信
息：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思。

圣经研究
问：如果你要选择一个布
你需要：
道士或牧师，你会选择那个大
□圣经
家都害怕的人吗？为什么？
为什么上帝选择了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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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你需要：
□纸
□铅笔／记号
笔
□透明投影片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请孩子们将他们过去做错的
事，或者感到惭愧的事画在纸上。

问：当有人对你不好的时候，
让你去爱他们容易吗？为什么？

给他们一张透明的投影片，盖在他

当你知道上帝会帮助并改变一

们画的纸上，然后在投影片上画一

个坏人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或

个十字架和一颗心。然后在下面写

者上帝可以改变你去爱他们，你觉

上：“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得怎样？这如何才能发生？（当你

说：十字架遮盖一切的过犯。
上帝已经赦免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
错事。祂的爱能改变我们，所以我
们不愿再做这些事情。只要我们请
求祂帮助，祂就会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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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祈求主改变你心的时候，这种改变
就会发生）
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题信
息：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恩

典

信息分享
爱不可爱的人
问：当有人对你不友善的时
候，你通常会怎么做？（接受所有
的答案）
我们的做法和上帝对待我们的
方式有什么相似或不同？（让孩子
们讨论）

在其中的一面写上那个人的名字或
画出他的图像，在另外一面写上或
画出下一次他再对你不友善时，你
要待他的方式。

总结
说：这个星期里，为你所写或
所画在手行上的人祷告。求主帮助

你认为上帝希望我们如何对待

你改变你的心，和你对那个人的感

那些对我们不好的人？（为那个人

觉，帮助你像上帝一样爱他。你也

祷告，找一个有爱心的大人来调和

可以求主改变他们的心肠，帮助他

你与那个人的关系，为那个人做些

们认识耶稣并且爱祂。

好事情）
想一个曾经对你不友善的人，
把你的手放在纸上，绕着它画出你
的手形，接着把你的手形剪下来，

你需要：
□纸
□铅笔
□剪刀

让我们一起来记住今天的主题
信息：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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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 学生本

现在我可以看见了！的亚拿尼亚也见了一个异象。主向他显现
说：“起来！往直街去，在犹大的家里，探
经文
徒9:10-19；
参考资料
《使徒行述》93-97页

存心节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徒9:15）

主题信息
上帝的爱改变人心。

想像你什么都看不到。一切都是黑暗
的。只有当别人告诉你时，你才知道现
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扫罗三天里什么都
看不到，继续读下面的故事，看看第三
天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扫罗静静地呆在犹大的房子里，看上去
一点也不像一天前那个令人惧怕、威严、专
制的扫罗。他静静地坐着，低头弯着腰，一
直在祷告。
需要祷告的内容太多了！毫无疑问，他
祈求上帝的宽恕！当想到被他残酷迫害的基
督徒时，他的心里直发抖。然而，他也一再
称颂感谢上帝对他的拯救。在大马士革的路
上亲眼见到耶稣的记忆仍然震撼着他，那一
幕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脑海里浮现。
犹大和他的家人给扫罗食物吃，但他不
接受，甚至连水也不喝。最后，他们只好让
他继续这样呆着。
消息很快就在大马士革传开了。
扫罗已经来了，这个可怕的、追捕基
督徒的猎人。信徒们早听说他会
来，现在他真的到这里了。据说
他就住在犹大的房子里，又有传
言说他不知何故眼睛瞎了，被人带
进城内，像一个无助的孩童！一定
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情，但没有
人能说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扫罗遇见主三天后，跟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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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在祷告。扫
罗的眼睛瞎了，现在正看见一个异象，异
象中有个名叫亚拿尼亚的人进来按手在他身
上，使他看见。”
亚拿尼亚很紧张，回答说：“主啊，许
多人告诉我，说这人在耶路撒冷大大迫害你
的圣徒，现在，他到这里来，手里拿着从祭
司长那里得来的权柄要抓捕一切求告你名的
人。”
主向亚拿尼亚保证：“你只管去！他是
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
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亚拿尼亚顺从了主的命令，慢慢地走向
直街。他抬头观看天上的云彩和周围忙碌的
人群，所有的事情看起来一如往常。亚拿尼
亚摇摇头，这一切事情背后有着多么不同寻
常的故事啊，他刚刚从主那里领受了一个异
象！而且现在正要去见那令人恐惧的扫罗，
主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信主的人了！
亚拿尼亚找到了犹大的房子，在屋内，
他看见扫罗静静地坐着，看不见任何东西，
正在等他。亚拿尼亚的心满了同情，他将手
放在扫罗头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
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
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
扫罗的眼睛
好像有鳞片立
刻掉下来，他又
可以看见了！于
是起身受了洗，
然后，吃饭喝
水。是的，上帝
呼召了扫罗，祂
也呼召了亚拿尼
亚 ，他们都把余
生奉献给了主。

恩

亲子时间
安息日

•今天下午和你的家人一起去散步，想像你
就是亚拿尼亚正要到扫罗住的地方。你
会如何走？然后想像你正要步行去见耶
稣，你会如何走？这两者有什么差别？
•为耶稣快再来而感谢上帝。

星期天

•与你的家人一起阅读并讨论徒9:10-19。
你的家庭可以从这些经文里学习到什
么？
•画六盏灯，在每盏灯上写上存心节的一个
字，把灯剪下来，弄乱顺序，接着，把
字按照正确的顺序重新排列。使用这个
方法教导你家人存心节的内容。祈求上
帝使你成为上帝的一个器皿将祂的恩典
告诉世上的人。
•在黑暗中试着这样做。把灯关掉穿衣服或
脱衣服。在黑暗中把东西放一边或寻找
东西容易吗？

星期一

•在家庭崇拜中，一同阅读并讨论徒22:1121。在这段经文里，最重要的是什么？
戴上眼罩，请别人给你三个不同的东
西，你能猜到它们是什么吗？
•请研究一下盲文。使用一本盲文字典，一
个大头针和一张厚纸，试着“写”出你
的名字，你能用你的手指读出它吗？
•为你能看到奇妙的事物而感谢上帝。

星期二

•在家庭崇拜中，阅读彼前2:9。被召入奇
妙光明是什么意思？给每个人一根蜡烛
然后关上灯。让妈妈或爸爸用火柴点燃
他们的蜡烛。依次点燃每个人的蜡烛，
看看每个人所点燃的蜡烛有什么不同？

典

打开灯，比较电灯和蜡烛光的不同之
处。这一个活动如何和宣扬上帝的爱有
什么关联？
•在祷告之前唱《小灯要发光》（《为喜乐
歌唱》第134首）。

星期三

•与你的家人一起阅读可4:21-22。点燃蜡
烛并用一个瓶子把它完全盖住，观察会
会发生什么事。瓶内的蜡烛和不愿意分
享福音的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祷告前复习存心节。
•问你的妈妈你是否可以制做一些“交通信
号灯饼干”，用绿色的，黄色的，或红
色的糖衣为饼干着色。

星期四

•在家庭崇拜中，与家人一同研读学课。
亚拿尼亚害怕去见扫罗，但是他还是去
了，为什么？阅读书1:9，看上帝给每个
人的一个应许。
•有时我们在学校里会遇到欺负弱小的人。
在灵修中讨论如何解决欺负人的事情。
问两个人，听他们是如何解决欺负人的
事情的。
•为一个你知道正在处于困难当中的人祷
告。

星期五

•在家庭崇拜中，再一次阅读并讨论徒
9:10-19。演出学课中的故事。你和你的
家人从学课中学习到哪些重要的事情？
一起说出存心节。你是不是上帝所拣选
的器皿之一？如何能成为上帝的器皿？
•唱一些喜爱的诗歌，然后为上帝所赐的礼
物──圣经而感谢祂，也谢谢祂赐我们
安息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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