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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天梯上的天使

和散那！
本月主題：
經文
馬太福音21：1-11；馬
可福音11：1-11；路加
福音19：28-40；約翰
福音12：12-19；參考

敬拜使我們每天都充滿喜樂。

故事大綱
耶穌已經接近祂在地上事工的尾聲了。祂很快將被釘十
字架。但是，祂首先帶著罕見的華麗和榮耀的盛況，進入耶

資料

路撒冷。眾人讚美祂，將祂當作他們的彌賽亞，其他人被吸

《歷代願望》第63章

引，詢問祂是誰。猶太的官員們嫉妒，要耶穌制止眾人讚
美。但是耶穌回應說，如果眾人不讚美祂，石頭必會呼喊讚
美。

存心節

這是關於敬拜的教導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

因上帝的身份，以及祂為我們所做的一切而讚美祂，就

應當稱頌！”約翰福音

是在敬拜祂了 。上帝喜愛我們充滿感恩的心，並且認識

12：13

到祂的大能和愛。我們在任何時間振奮的想念祂、我們歡
欣的聲音、我們煥發光彩朝向祂的臉龐，以及我們的行為
不僅是在教堂，在任何地方讚美上帝也可以。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耶穌是上帝的兒
子，是配稱頌的。
感受我們是上帝家庭裡

教師補充材料
“這一次，基督按著猶太慣例的帝王入城儀式進城。
他的坐騎也是自古以來以色列眾王所乘坐的，先知早 已
預言彌賽亞是要這樣得國的。耶穌一騎上驢駒，眾人就立

的成員。

刻發出歡呼。他們稱頌他為彌賽亞，是他們的王。耶穌現

回應在他們所做及所說

在所接受的尊敬是他過去不容許加在他身上的。因此，門

的一切事上將讚美歸給
耶穌。

徒就斷定希望見他榮登寶座的理想定會實現。”（《歷代
願望》第502頁）“那身體曾在墳墓裡腐爛過的拉撒路，
現在卻容光煥發、眉飛色舞地牽著救主所騎的牲口。”
（《歷代願望》第504頁）“那些聚集在首都守逾越節的

信息

群眾成千上萬地出城來歡迎耶穌…祭司們在殿中吹起獻晚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

祭的角聲，卻沒有什麼人前去獻祭，官長們彼此提醒說︰

在敬拜祂。

‘世人都隨他去了。’”（《歷代願望》第503頁）“凡
與這次凱旋之騎有關的事，都成為眾人談論的中心，並使
人人都想到耶穌。在他被釘十字架後，許多人必想起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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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受審、死亡有關的事。這樣就必引起他們研究預言，因而相信耶穌是彌賽亞，各地
改信真道的人也必增多。”（《歷代願望》第503頁）

教室佈置

見第九課。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時

間

活

動

所需材料

在門口歡迎學員，

歡

迎

持續進行

聆聽他們開心或煩惱的 無
事情
A．歌唱讚美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聖經課程

課程應用
分

享

＜10分鐘 B．以粘土讚美

＜10分鐘

粘土

C．紙讚美

紙團

交誼

無

頌讚

詩歌本

聖工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

收捐箱

禱告

紙條、筆或鉛筆、小籃子或其
他容器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服飾、耶穌的服
飾、棕櫚樹枝或樹葉、圍巾或
布條

存心節

無

聖經研究

聖經

A．情景討論

無

B．讚美貼畫

舊雜誌、剪刀、膠水、壁報紙

＜20分鐘

＜15分鐘

無

＜15分鐘 棕櫚樹葉

樹葉紙型、綠色紙張、筆或彩
色筆、剪刀

“讚美和祈禱”部分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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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教課

歡迎
在門口歡迎孩子們。問他們這個星期過得如何：有什麼開心或煩惱的事情。複習上週的
存心節，並且鼓勵孩子們分享一些上週聖經學課的體驗。讓孩子們開始進行你所選擇的預備
活動。

預備活動
請選擇最適合的預備活動。

A．歌唱讚美
告訴孩子們：我們今天要來談一談關於

B．以粘土讚美
將 粘 土 發 給 每 位 小 朋 友 。 你需要：
告訴孩子們：今天早上，我們 □粘土

讚美上帝的事情。讚美上帝是什麼意思？我

要來談一談關於讚美上帝的事

們今天在這裡要怎麼讚美上帝？（唱歌、

情。我想要請你們用手上的粘土，做出一件

禱告、奉獻等，都是孩子們可能提到的方

自然界的東西來讚美上帝。例如：鳥兒歌

式。）我們唱的所有詩歌，是否都是關於

唱、星星閃爍、獅子吼叫、太陽照耀。你們

讚美的詩歌呢？（不是。有的詩歌內容是

了解這個意思嗎？完成的時候，請與全班分

在講述故事，例如：“The House on the

享你們的作品，以及它如何讚美上帝。

Rock” 或是 “Zacchaeus” ）請你們想

总結

出一些你們最喜歡的讚美詩歌。給孩子們充

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的時

分的時間，提出詩歌的曲名，並且至少唱三

間回答：你們做了什麼東西？它如何讚美上

首詩歌。

帝？對自然界中，上帝賜給我們的禮物，你

总結

們有什麼感覺？我們今天將會聽到一個關於

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的時間

人們讚美耶穌的故事。今天的存心節是：

回答：你們認為上帝喜不喜歡聽到我們讚美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祂？你們認為祂喜愛我們今天早上所唱的詩

（約翰福音12：13）這些話語是耶穌在這

歌嗎？是的，我確信祂很喜歡。我們為什麼

世界上時，人們呼喊敬拜祂的讚美之詞。今

要讚美上帝？（向祂表示感恩、將榮耀及尊

天的信息是：

敬歸給祂、敬拜祂…等等。）我們今天的存
心節是：“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頌的！”（約翰福音12：13）這些話語，
是耶穌在這世界上時，人們呼喊敬拜祂的讚
美之詞。而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信息：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C．拋紙讚美
告訴孩子們：今天早上，我

你需要：

們要來談一談關於讚美上帝的 □紙團
事情。讓我們圍成一個圓圈坐
著，當這個紙團是一顆球。我們要將這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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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彼此來回拋擲。每當你們接到球的時候，

於人們讚美耶穌的故事。今天的存心節是：

就要講出一樣你想要讚美上帝的事物。它可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以是你們的家庭、寵物、陽光、健康、新衣

（約翰福音12：13）這些話語，是耶穌在

服、朋友…等。三分鐘後，停止這個活動。

這世界上時，人們呼喊敬拜祂的讚美之詞。

总結

而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信息：

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的時間
回答：我們是不是已經把要讚美上帝的事情
講完？（沒有）我們是不是有許多要讚美上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帝的事？（是！）今天，我們會聽到一個關

Any
Time

交

讚美和祈禱 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誼

分享孩子們之前在門口時向你述說的喜樂及哀傷（開心或煩惱之事）（如
果恰當的話）。給孩子們時間分享上週學課所學習到的體驗，並複習上週的
存心節。宣佈本週壽星、特別事項報告，或成果表揚。給所有來賓一個特別
溫暖的歡迎及問候。

頌

讚		

請選擇合適的詩歌。

聖

工

分享一個《兒童聖工消息》中的故事。

奉

獻

告訴孩子們：當我們帶著自己的奉獻來到上帝面前
你需要：
時，我們就是在因祂賜予我們的一切而讚美祂。

□收捐箱

禱

告

問孩子們今天想要為什麼事情讚美耶穌。協助他們在一

你需要：
□紙條
裡。在禱告時，提出每項讚美，並且感謝耶穌。將紙條保 □筆或鉛筆
留到“課程分享”環節中使用。
□籃子或其他
小容器
張紙條上，寫下一件事情，將紙條放在籃子或其他小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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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他們去了，看見一匹驢拴在門外街道

角色陣容
讓一位小朋友穿上白色
的服飾，飾演耶穌。（選
擇性：亦可邀請一位成年
男士身著戲服，前來班
上。）其他小朋友可以扮
演將毛巾或聖經時代的服
飾鋪在地上，以供耶穌走

上，就把牠解開。在那裡站著的人，有幾個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
服飾或毛巾
□耶穌的服飾
□棕櫚樹枝或
樹葉
□圍巾或布條

在上面的人，或是扮演一
邊大叫：“和散那！”，一邊揮舞棕櫚樹枝
或樹葉，或是圍巾，布條的群眾。

說故事
在上週的課程中，我們得知耶穌和祂的
三位門徒爬到一座山上，門徒在那裡看見以
利亞和摩西，並且聽到上帝說耶穌是祂的愛
子。耶穌一直都過著謙卑的生活。祂很貧
窮，在世上沒有居所。祂遊走四方，醫治病
人及講述真理，並且向他人展現出上帝的形
象。祂的行為或外表並不像一位君王，或是
像猶太人一直在等待的彌賽亞。他們想要一
個可以帶給他們權利和財富的王。但是耶穌
的國度與那些事物毫無關係。
在今天的聖經故事裡，耶穌已經準備好
要進入耶路撒冷。祂知道祂很快要面臨死
亡，祂做了一件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事情
的經過是這樣的：
耶穌和門徒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時，
耶穌吩咐兩位門徒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裡
去，進去的時候會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裡，從
來沒有人騎過；可以解開，牽來。若有人對
你們說：‘為什麼做這事？’，你們就說：
‘主要用牠，很快就會將牠送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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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你們解驢做什麼？’門徒照著耶穌所
說的回答，那些人就讓他們走了。”（馬可
福音11：2-6）。
門徒們很快地將驢牽到耶穌那裡。他們
將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了驢。
[“耶穌”在幾位小朋友將聖經時代的服飾
或毛巾搭在一張椅子後，坐在椅子上面。]
“基督按著猶太慣例的帝王入城儀式進
城。”（《歷代願望》第502頁）祂所乘坐
的坐騎，如同以色列君王們歷年來所乘坐的
一般。多年前，撒迦利亞先知曾經寫道，彌
賽亞將會向耶路撒冷的人民顯現，而祂會騎
著一匹驢進城（撒迦利亞書9：9）。
人們知道那個預言。當耶穌騎上那匹驢
時，門徒及其他人就開始發出響亮的勝利歡
呼。人們歡呼擁戴祂為彌賽亞，他們的君
王。你們還記得拉撒路，那位耶穌使他死
而復生的朋友嗎？拉撒路牽過驢的韁繩，
牽著牠通過耶路撒冷的街道。（歷代願望
第504頁。）門徒將自己的衣服鋪在耶穌面
前的地上，讓驢從上面走過。[另一些小朋
友將自己的戲服或毛巾鋪在地上，好讓“耶
穌”走過。] 當其他人看到這些事情時，他
們開始揮舞棕櫚樹枝，呼喊讚美的話語，同
時也將自己的衣服鋪在地上。他們與門徒一
同呼喊：“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約翰福音12：13）。[請一些小朋
友在跟著“耶穌”繞著課室走時，揮舞樹枝
或圍巾或布條，並且呼喊“和散那！”] 和
散那是一個對上帝的讚美歡呼。人們讚美和
感謝上帝差派彌賽亞給他們。他們前所未有
的向耶穌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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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來到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這是

將讚美歸給耶穌？你們要因祂為救贖我們

一個記念多年前，上帝如何在希伯來人民離

而死而讚美祂嗎？你們今天要怎麼做到這

開埃及時照顧他們的節日。在這些參與慶祝

一點？給孩子們時間討論。鼓勵孩子們大

逾越節活動的人們當中，有許多人從來沒有

聲地將今天的存心節喊出來：“和散那！

聽說過耶穌。他們看到當時的景象，詢問關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讓我們一起

於祂的事情。他們借此認識了耶穌，也加入

說出今天的信息：

這場盛大的讚美遊行。[請其餘的孩子們加

入遊行隊伍。] 群眾中的其他人認識耶穌，
是因為他們認識祂所醫治或使其從死裡復
活的人們。大批的群眾跟隨著耶穌，在祂
進入耶路撒冷時，向祂呼喊讚美。但是猶太
的官員們並沒有呼喊讚美。他們嫉妒耶穌。
他們試著叫人們安靜下來，但是辦不到。他
們很生氣地對耶穌吼道：“夫子，叫這些人
停下來！”“我告訴你們，”耶穌回答說，
“若是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也會呼叫起
來！”（路加福音19：39、40。）祂是在
告訴他們，這些人讚美祂和上帝是美好而且
正確的。如果這些人不這麼做，祂的受造物
會做！當遊行結束時，耶穌的門徒們既興奮
又高興。他們真的認為耶穌會成為他們大有
能力和權柄的君王，並且接掌以色列。他們
尚未了解到祂很快地就會死在十字架上。
那天，耶穌允許人們如同對待一位君王一
般地對待祂。祂允許他們呼喊著：“和散那！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之時敬拜祂。人
們借著這種方式展現他們的愛和尊敬。
當我們今天讚美耶穌時，我們就是在尊祂
為我們的君王及救主，並且敬拜祂。祂是值
得被讚美的！

总結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存心節
將孩子們分成兩組。重复進行下列活動
數次，然後兩組對調，重复進行活動，直
到孩子們記住經文為止。
第一組喊：

和散那！

第二組：		

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

		

的！

第一組：		

約翰福音12：13

聖經研究
告訴孩子們：你們知道什

你需要：

麼是預言嗎？預言就是講述未 □聖經
來發生的事情。舊約聖經記載

了先知對於彌賽亞的預言。上帝賜給他們
可以紀錄下來的信息，好讓後世的人們能
夠借著他們講述的事情與未來發生的事情
互相對照，來找尋彌賽亞。我們知道耶穌
是彌賽亞，因為祂應驗（或實現）了關於
彌賽亞的每項預言。當人們向耶穌呼喊出
讚美時，他們正是在實現一項關於祂的預
言。讓我們一起找撒迦利亞書9：9，看看

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的時間

它說些什麼。協助孩子們找到這個章節，

回答：耶穌為什麼要騎在驢上？門徒們和猶

請一位小朋友將它唸出來。錫安是耶路撒

太人所期待的是什麼樣的君王？耶穌有什麼

冷的另一個名字。因此，這個預言有沒有

不同？當耶穌復臨時，你們的期待是什麼？

應驗呢？（有。）

人們如何將讚美歸給耶穌？你們今天要如何

讓我們再來找另一些關於耶穌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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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孩子們分成5組，將下列經文一一指派給

总結

各組。（若貴班人數較少，可以將各個章節

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份的時間

指派給一位小朋友。）成人視需要提供協

回答：耶穌是否有實現我們剛剛讀到所有的

助。請預留研讀經文及向全班報告的時間。

預言呢？耶穌是不是彌賽亞？是的，祂還實

預言		

預言應驗

現了更多的聖經預言。因此我們知道祂真的

瑪拉基書3：1		

馬可福音1：2-4

是彌賽亞，是上帝的兒子。彌賽亞為什麼降

（施洗約翰為耶穌預備。）

生到世界上來？（來為我們而生，並為我們

彌迦書5：2		

而死；來將自己的生命賜給我們；來救我們

馬太福音2：3-6

（耶穌要在伯利恆降生。）

脫離罪…等等。）你們想要為這些緣故感謝

詩篇78：2		

祂嗎？你們今天要怎麼做到這一點？要如何

馬太福音 13：34、35

（耶穌要說寓言。）
以賽亞書53：4		

天天做到？（以詩歌、禱告、奉獻敬拜祂，
馬太福音8：

16、17

更重要的則是仿傚祂的方式生活，關心他
人，要更像祂。）我很感恩，因為我們可以

（耶穌要醫治眾人。）

在今天的崇拜聚會中，因耶穌為我們所做的

詩篇22：18		

一切讚美祂。讓我們再次一起說出今天的信

約翰福音19：23、24

（耶穌的衣服要在十字架前被瓜分。）

息：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課程應用
A．情景討論
告訴孩子們：我們剛剛一直在談論借著我
們的讚美敬拜上帝。敬拜上帝不僅是在教堂
裡對祂唱詩歌或禱告；敬拜上帝包含了我們
所做的一切，我們如何過自己的生活。我要
來唸一些關於某個人的描述。我要你們告訴

阿德拉從他弟弟手中搶走一本書。
山姆在媽媽請他將垃圾拿到門外時，迅速
的聽從她的話。（母親）
拉翠絲幫她的同學將掉下書桌的課本撿起
來。（朋友）
尼克嘲笑一個眼睛看起來與人不同的盲

我，那個人有沒有借著他們的所作所為敬拜

童。

耶穌。

总結

大聲唸出下列情景。每唸完一個情景，

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的時

問：那個人有沒有借著他們的所作所為敬拜

間回答：我們剛剛看到了一些別人所做的事

耶穌呢？他們為了什麼讚美上帝？

情。你們能不能想出一些自己曾經借著行為

莉亞帶她的狗去散步，並且與牠玩耍。
（寵物）

或話語敬拜上帝的經驗？請與我們分享其中
一樣。你們是不是也曾經有過沒有借著自己

麥樂妮在放暑假後對學校有許多的抱怨。

的行為或話語讚美祂的經驗？在這一週中，

瑞連在他爸爸下班回家時跑去擁抱他。

請試著記住時常問自己：“我有沒有借著自

（父親）
卡桑得拉在禱告時對她哥哥扮鬼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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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正在做的事情敬拜耶穌？”這麼做可以幫
助你們做出良好及正確的選擇，而得以讚美

敬

上帝。讓我們再次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拜

大家一起製作一幅讚美貼畫。在貼畫完成
後，將它放在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

总結
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的時

B．讚美貼畫

你需要：
□舊雜誌
借著唱歌、禱告、奉獻，以及 □剪刀
聆聽牧師講道來讚美上帝。但 □膠水
是我們也可以在任何地方、任 □壁報紙
何時間都讚美上帝，並且敬拜
祂。我們可以借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對待他
人的方式，以及愛護上帝創造給我們享用的
事物，來讚美上帝。
這裡有一些舊雜誌。請你們翻開它們，
剪下一些圖片，是人們借著自己正在做的事
情而讚美上帝。例如餵寵物、擁抱母親、唱
歌、協助他人做事…等等。剪下一兩張圖片
後，你們可以將它們粘在壁報板上，幫助
告訴孩子們：我們在教堂裡

間回答：你覺得我們的貼畫怎麼樣？你們
看到什麼東西，讓你們知道人們正在讚美
上帝？你們對他們讚美上帝的方式有什麼
想法？你們喜歡做些什麼事來讚美上帝及
耶穌？
我們今天聽到一個關於人們讚美耶穌
的故事。讓我們一起說出我們的存心節：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約翰福音12：13）。我們希望像很久以
前的那些人一樣讚美耶穌。這正是今天的
信息所傳達的意思。讓我們再次一起說出
今天的信息：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分享
棕櫚樹葉
預先將樹葉紙型印在綠色
紙張上。發給每位小朋友一
份。請孩子們寫下或畫出一樣
他們想要讚美上帝和或耶穌的
事物，然後將樹葉剪下來。如
果你有將禱告時使用的紙條保
留下來，可以用來提醒孩子
們，他們當時所列下的事物。

你需要：
□樹葉紙
型
□綠色紙
張
□筆、鉛
筆、彩
色筆
□剪刀

总結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份的

在你們離開安息日學課室的時候，請你
們揮動自己的棕櫚樹葉。拿給別人看，並
且將今天的聖經故事告訴他們。將樹葉帶
回家，與家人和其他人分享。告訴他們你
們為什麼想要在這一週中讚美耶穌。將你
們的棕櫚樹葉放在每天都看得到的地方。
這會幫助你記得讚美上帝及耶穌。讓我們
最後一次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結束

時間回答：誰已經準備好要對我們大家展示

唱一首你選擇的讚美詩歌。以禱告作結

並且講解他們想要讚美上帝的一件事？給孩

尾，請求上帝幫助我們時時擁有一顆充滿

子們時間進行。鼓勵孩子們談論自己對上帝

感恩和讚美的心。

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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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學生本

和散那！
經文
馬太福音21：1-11；馬可福音11：1-11；路
加福音19：28-40；約翰福音12：12-19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第569-575頁

存心節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應當稱頌！”約翰福音
12：13

信息
當我讚美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你的朋友中，有沒有人做過一些不尋常
的事情呢？一些他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
情？在今天的聖經故事中，耶穌準備好
進入耶路撒冷。祂知道自己即將面臨死
亡。而祂做了一些不尋常的事情，一些
祂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事情發生的經
過是這樣的：
耶穌和門徒正走在前往耶
路撒冷的路上。祂吩咐兩
位門徒說：“你們往對面村
子去，進去的時候，會看
見一匹驢拴在那裡，從來沒
有人騎過；可以解開，牽來。
若有人對你們說：‘為什麼做這事？’，你
們就說：‘主要用牠，很快就會將牠送回
來。’”
“他們去了，看見一匹驢拴在門外街道
上，就把牠解開。在那裡站著的人，有幾個
說：‘你們解驢做什麼？’門徒照著耶穌所
說的回答，那些人就讓他們走了。”（馬可
福音11：2-6）。
門徒把驢牽到耶穌那裡。他們將自己的
衣服搭在驢上面，耶穌就坐了上去。基督按
著猶太帝王的入城儀式進城。祂所乘坐的驢
駒，就像以色列君王們歷年來所乘坐的一
般。多年前，撒迦利亞先知曾經預言過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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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他寫道，彌賽亞將會向耶路撒冷的人民
顯現，而祂會騎著一匹驢駒進城（撒迦利亞
書9：9）。
人們知道那個預言。當耶穌一騎上那匹驢
駒時，門徒及其他人就開始呼喊。人們歡呼
著擁戴祂為彌賽亞，他們的君王。
你還記得拉撒路，就是那位耶穌使他死而
復生的朋友嗎？拉撒路牽著驢駒的韁繩，通
過耶路撒冷的街道。耶穌的門徒們將自己的
衣服鋪在地上，讓驢駒從上面走過。當其他
人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他們開始歡呼，並
且也將自己的衣服鋪在地上。他們與門徒們
一同呼喊著：“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
稱頌的！”（約翰福音12：13）。（和散
那是對上帝的讚美歡呼。）人們感謝上帝賜
下彌賽亞給他們。他們以前從未如此向耶穌
致敬。許多人來到耶路撒冷慶祝逾越節。逾
越節是記念多年以前，上帝帶領希伯來人民
出埃及的節日。在這些人當中，有許多
人從來沒有聽說過耶穌。他們看見圍繞
著耶穌的群眾，於是便向群眾中的人
詢問關於祂的事情。借此，他們認識了
耶穌，並且也加入了這場盛大的讚美遊
行。
群眾中的其他人認識耶穌。他們認識祂所
醫治或使其從死裡復活的人們。因此，一大
批群眾跟隨著耶穌，在祂進入耶路撒冷時，
向祂呼喊著讚美。
但是猶太的官員們並沒有呼喊讚美。他
們嫉妒耶穌。他們試著叫人們安靜下來，但
是辦不到。因此，他們很生氣地對耶穌說：
“夫子，叫這些人停下來！”
“我告訴你們，”耶穌回答說，“若是
他們閉口不說，這些石頭必要呼叫起來！”
（路加福音19：39、40。）祂是在告訴他
們，這些人讚美祂如同讚美上帝一般，是美
好和正確的。如果這些人不這麼做，其他受
造物也會做！

敬

當遊行結束後，耶穌的門徒既興奮又高
興。他們真的認為耶穌會成為他們大有能力
和權柄的君王，並且接掌以色列的王權。他
們尚未了解到，祂很快地就會為他們而死。
但是就在那一天，耶穌允許人們如同對待
一位君王般的對待祂。祂允許人們敬拜祂。

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你的家人一起坐在一棵樹下，或是一個
安靜的地方，與他們分享本課的聖經故
事。問：人們說了什麼讚美耶穌的話？他
們做了什麼事？為什麼？耶穌說，如果人
們不讚美祂，石頭會做什麼事？
•與人分享你在安息日寫好的棕櫚樹葉。或
是畫一片棕櫚樹葉，在上面寫下一件你想
要讚美耶穌的事情。將它放在你會經常看
到的地方。

星期天
•在家庭靈修時，閱讀並討論路加福音19：
28-40。請家人協助你列出12件要讚美耶
穌的事情。保留你列好的清單，在這一週
中，每天為其中兩件事情禱告。
•請記住！讚美耶穌不僅是唱歌或禱告。你
可以在自己說和做的每一件事情中讚美耶
穌。問自己：“我今天如何讚美耶穌？”
問家人今天如何讚美耶穌。

星期一
•在家庭靈修時，閱讀並討論約翰福音12：
12-19。這一段記錄與路加福音19：
28-40節中所記載的有什麼不同？
•揮動自己的棕櫚樹葉，說出存心節。然後
因耶穌為你和你的家庭所做的一件事情讚
美祂。

星期二
•開始今天的靈修時，與家人一起唱一首
讚美詩歌。然後一同閱讀馬太福音21：
1-11，並且將它與你們昨天閱讀的經文互
相對照。它們有什麼不同之處？有什麼相
同之處？
•在書上或網路上查看，棕櫚樹和樹枝是什
麼樣子。查出棕櫚樹生長的地方在哪裡。

拜

祂允許他們呼喊：“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
應當稱頌的！”他們借著這種方式展現他們
對上帝的愛和尊敬。
當我們今天讚美耶穌時，也是在尊祂為我
們的君王及救主，並且敬拜祂。祂是值得讚
美的！
如果耶穌騎驢走過你們的街道，你們會向
祂揮動哪一種樹的樹枝或樹葉？你們今天
要為什麼事情讚美祂？

星期三
•問你的家人：大自然如何讚美上帝？（星
星閃爍、花朵綻放美麗…等等。）列出一
份清單或畫出一些大自然讚美上帝的方
法。然後一起到戶外去，站在一樣自然界
的事物旁邊，大聲喊出兩遍存心節。互相
牽手，為上帝創造給你們全家享用的事物
感謝祂。
•在你們走回屋裡去的時候，一起唱一首讚
美詩歌。

星期四
•與你的家人一同閱讀並討論馬可福音
11：1-11。你們有沒有學到一些新東西
呢？
•在雜誌或書籍中，找出一些圖片，人們可
以顯示讚美和敬拜上帝的事情。或者你可
以把這些事情做出來，請家人猜猜看。例
如餵你的貓、送花給奶奶…等等。舉出一
些在這一星期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作例
子。
•與家人一起圍圓圈。抛當你也出一個紙團
給每個家人時，請每個人講一件他們想要
讚美上帝的事情。

星期五
•與家人一起演出本課的聖經故事。用圍巾
或漂亮的布料向“耶穌”揮舞。可以用毛
巾當作鋪在祂腳前的外衣。一起閱讀《歷
代願望》第63章，以便對這個故事有更
深入的瞭解。
•請每位家人讀一個聖經章節，作為一項讚
美上帝的方法。在禱告前唱一些讚美詩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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