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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主

题 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
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服务
我们借着服务他人带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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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心乐意的服务
圣经故事概要
在山羊与绵羊的比喻中，
耶稣教导我们，
由于他的门徒认识
他，
爱他，
他们通过对爱的服务表达对主的爱。另一方面，
那
些只想用好行为赢得主的赞许，却不是真心服务的人并不
认识上帝。他们试图用自己的好行为赚得天国，
他们更相信
自己，
而非上帝。这样的人不能进上帝的国。

存心节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
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
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
身上了。’”（太25:40）

参考资料

▪ 太24:1-14；25:31-46
▪《历代愿望》70章，637-641页
▪《圣经故事》（1994），卷8，187192页
▪ 学生故事在本书第102页

基本信仰

▪ 第11条：在基督里成长
▪ 第21条：管家
▪ 第14条：基督身体的合一

教学目标
学生们可以：
知道：我们通过服务能地认识上
帝。
感觉：因耶稣对人的爱而受感
动。
回应：通过服务对耶稣有更好的
认识。。

这是关于服务的教导
我们离耶稣越近，就越能明白并接受他无尽的爱，越能彰
显他的恩惠。我们会像耶稣对待我们一样去对待他人。在
耶稣的比喻中，那些“绵羊”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好行
为—他们关怀他人是在效学耶稣的榜样。

教师补充阅读
山羊与绵羊之比喻所带来的教训：
❶上 帝会按照我们如何对待需要之人进行审判，而非名声或财
富。上帝不看我们的教育程度或能力，
而看重我们如何用自己的
才能服务上帝和他人。
❷我们可以提供的帮助乃是由一些简单的事情所组成：给饥饿的
人食物，
给口渴的人水，
接待陌生人，
鼓励患病之人，
给囚禁的人
希望。
❸这样的帮助是不做作，本能的，不是出于自私，而是本着对他人
的爱与关怀。有人帮助他人是为了博得对方的感恩，或显扬自
己。这是一种伪装的自私。上帝所赞许的乃是那些无私、出于爱
心的帮助。
他视这些帮助是行在自己身上的。这是什么意思？我们
❹耶稣说，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
当我们帮助了一个孩子，
我们也会让孩子的
父母非常高兴。上帝是我们的父；
因此，
我们帮助了他的儿女，
他
也非常高兴。（《历代愿望》637-641 页）

我今天如何做才能像比喻中的“绵羊”？我的难处是什
么？我如何服务我的同学，
同时使他们的父母也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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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在门口欢迎孩子们，
请他们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询问他们这一周过得怎么样。鼓励学员定期学习
安息日学，
问学生关于上一课的内容，
帮助他们看出每一周圣经故事的连续性。然后，
要求学生们
分享他们通过本课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问：
上周所学的圣经故事中哪一点最有趣？哪一个活动对你的帮助最大？要求学生们分享他们
的经历和 / 或者他们这一周当中为安息日学所制作的手工艺品。

〉〉

帮学生们准备参与你所选择的预备活动。

课堂教学概览
教学程序

时间
欢迎 随时

1

预备活动 10-15分

*祈祷和赞美

2
3
4

15-20分

课堂活动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
聆听他们的快乐或烦恼。

A认识自己（见96页）

圣经

B动物，动物（见96页）

圣经，动物图片

C帮助与否（见97页）

圣经，纸，铅笔

见第97页

赞美诗本、奉献箱、世界地图、
图钉

故事简介（见98页）

圣经研究 15-20分

经历故事（见98页）

圣经

圣经探索（见99页）

圣经，扫帚，画笔，电话，笔，
电脑键盘，杯子，布料，白板，
记号笔

课程应用 10-15分

情境介绍（见99页）

信息分享 10-15分

制定计划（见100页）

*结束

纸，铅笔

A祷告（见100页）
B亲子活动（见100页）
C下周课程预习（见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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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您实际情况的活动。

A

你需要

认识自己

圣经

B

动物，动物

你需要
圣经
动物图片

说：选择某个自己不熟悉的人作搭档。用几
分钟时间尽可能多地了解对方。当我说“交
换”的时候，就表明第一个人的时间到了，该
另外一个人提问了。时间一到，我们要看一看
你对自己的搭档了解多少。

问：
你最喜欢什么动物？为什
么？鼓励学生们在这个活动中获得乐趣。你
可以向他们展示一些图片，
帮助他们能决定自
己最喜爱的动物。

总结

说：耶稣用熟悉的动物教导重要的教训。今
天，我们要听到绵羊和山羊的故事。它们代表
两类人，
以及两种服务他人的方式。

找出哪名学生最熟悉对方。问：你对你的搭档
有哪些认识？你不知道对方的什么事情？为
什么？了解关于某个人的事情与认识这个人
有什么区别？你如何才能真正认识一个人？
（花时间与他们在一起，一起做事情，做他们
喜欢做的事情，
等等）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
时候，我们便会知道如何取悦上帝。认识某个
人并爱他们使我们愿意为那人做善事。熟悉
存心节的学生可以个人或者一起诵读：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
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
在我身上了。’”（太 25:40）
要求全班学生一起复述存心节。允许来访者
和不熟悉的学生照着读。肯定他们的努力。然
而，不要单独挑选某个学生来背诵，也不要训
斥不知道的学生。安息日学是一个学生们感
觉舒适和被接纳的场所，
以便他们能在上帝的
恩典中长进。
说：
今天我们要探索以下的观点：

主题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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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如果你没有完成预备活动A部分，
现在与学生
们回顾存心节。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你
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
在我身上了。’”（太 25:40）
这段经文谈到了有关服务的重要内容。

主题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祈祷与赞美

*“祈祷与赞美”可以放在课堂的任何时段进行。

C

帮助与否

交谊
你需要
圣经
纸

将学生们分成两组。其 铅笔
中一组写出他们在过
去一个月如何帮助了别人。另一组写出
在过去一个月他们错过哪些帮助人的
机会。

总结
问：你列出了哪些事情？当你看到有需
要之人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你帮助别人多么简单？你帮助了别人
之后有何感受？你错过帮助他人的机
会之后有何感受？

容许学生们与你分享他们的快乐与忧愁。关注某
人的生日，特别的事件，或所得的成就。对来宾致
以特别的、热情的欢迎。通过带来宾拜访教会的
成年人获得他们的联系方式。在接下来的一个星
期，尽早给他们寄送明信片或写邮件，让他们知道
你多么喜欢让他们加入你的班级，
并说明你希望再
次见到他们。

颂赞诗歌
“各族之歌”（《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131 首）
“我决定跟从耶稣”（《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146 首）
“哦，
倒满吧！”（《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135 首）
“我现在相信你”（《赞美时刻》第 44 首）

圣工

说：
耶稣告诉我们两种人：“绵羊”，
他
们出于真心帮助他人；“山羊”，他们
帮助他人仅仅是为了显扬自己。

使用《复临信徒宣教》杂志成人版／青年版（登
录 www.juniorpowerpoints.org 点 击 MISSION 栏
目），
或使用其他圣工报告材料。

问：
在今天的存心节里，
耶稣对服务有哪
些论述？

捐款

如果你没有完成预备活动A部分，现在
与学生们回顾存心节。

存心节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
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
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40）

主题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
务。

对那些有特别需要之学生的安排：
身体有残疾的学生或许需要有人帮助
他进行拼写和书写。允许这些学生找一
个搭档帮助他。

再次使用电话，
指出有两种服务他人
的方式。

你需要
电话
手套
地图

其中一种是亲自地、直接地帮助人。 图钉
（演示：当众称赞某个学生的好行
为）另外一种服务是远距离的帮助。（演示：
通过
电话称赞某个不在教室之学生的好行为）这表明
我们的奉献也是服务他人的方法之一。用一个塑
料或布手套收集本月的捐款。

祷告

你需要

使用一部电话，这样祷告：你好，耶 电话
稣。是我，_______。 我打电话是想
告诉你，
能成为你的仆人是多么荣幸……（要求学
生们自己添加后面的话，恳求上帝使用他们，做上
帝的仆人）。最后为学生们的喜乐与忧愁代祷，
为
他们的生日以及其他值得庆祝的事件以及初次来
访者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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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圣经研究
你需要
圣经

故事简介

经历故事

讲述以下的故事：
都尔城里的马丁是一名罗马
士兵，也是一名基督徒。那是寒冷的一天，马
丁来到了一个城市，
这时一个冻得打颤的乞丐
向他乞讨。马丁没有钱，但他把自己拥有的给
了那乞丐。他脱下穿旧了的战袍，剪成两片，
一片给了乞丐，另一片留给自己。那天晚上，
马丁梦到自己到了天国。耶稣和众天使都在
那里，有人问马丁为什么穿着这样的衣服，耶
稣回答说：“因为我的仆人把另一半衣服给
了我了。”

要求学生们组成四人或五人的小组，阅读太
24：
1-3 和 25：
31-46. 问：
那些被称为“绵羊”
和“山羊”之人的区别是什么？每个小组编
一个短剧，
以此来说明他们的区别。

本课讲述因为我们爱耶稣而服务他人。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主题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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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完短剧之后，问：你在那些“绵羊”身上
看到了什么特质？你在那些“山羊”身上看
到了什么特质？进一步认识上帝如何能帮助
我们由衷地为他人服务？

主题信息

3

课程应用

你需要

圣经探索
将需要的物品中选择 7 种（或者
类似）放在大家都能看到的桌子
上。将下面的经文写在白板上。
将学生分成五个小组，说：每个
小组安排一段经文，阅读这段经
文，并发现你可以用桌子上的哪
件东西服务他人。

圣经
扫帚

情境介绍

画笔

向学生们阅读以下的情景。

电话

麦听说过行善的重要性。尽管她对上帝不熟
悉（只是知道而已），她很担心，如果自己没
有善待他人，上帝会如何对待她。她认为好行
为会博得朋友和教会信徒的称赞，
而且会赢得
上帝的嘉许。于是她努力行善。后来，她听说
这些好行为如果不是出于对上帝及其子女的
爱，就算不得什么。她之前从未思考过这些，
她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笔
电脑键盘
杯子
布料
白板
记号笔

3
❶箴 14：
1-4
❷太 6：
1-11
❸太 5：
16-19
❹路 4：
3，
4
❺提前 5：

小组一起完成之后，要求他们分享他们的回
答。说：

主题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总结
问：
你会给麦什么样的鼓励？为什么麦害怕上
帝？她如何明白完全出于对上帝的爱和对上
帝儿女的同情去行善？你能解释：

主题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对那些有特别需要之学生的安排：
将某些有学习障碍的学生和有视力障碍的学
生安排在距离白板近的地方。或者，
事先为这
些学生准备好经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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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束

信息分享
你需要

制定计划

纸
铅笔

要求学生们分享自己在过去一周
是否有机会帮助他人。他们是否有机会邀请
某个人到家里做客，
为他们摆上特别的食物，
从而更加熟悉对方呢？
说：
至少想出三种你可以服务上帝和他人的方
法。甚至可以思考安息日学小组能一起进行
的活动。要富有创造性！然后，与他人分享你
对于如何成为“绵羊”的观点。

总结
问：
你想到了什么主意？你如何实施？帮助学
生们缩小范围，使他们能找出一个实际的主
意，以便能得以实施。我们如何通过服务他人
而更进一步认识耶稣？要记得：

主题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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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祷告
说：
亲爱的耶稣，
我们接受你对我们的爱，
我们
希望更进一步认识你。我们希望自己对他人
的服务是出于内心中对你的爱。阿们。

给父母的建议
说：请查阅研经指引学生本，找到父母篇的
页面，你们可以用在家庭崇拜中，或者可以
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用来引导孩子们的灵
命增长。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的网站上找到这
些 材 料：www.juniorpowerpoints.org/podcast.
php?channel=1

下周预告：
说：拉撒路死了。上帝赐给我们最终的恩赐就
是—永生！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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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甘心乐意的服务
每个人都有一些说话简单易懂
的朋友。但有些朋友善于深入思
考。当这些朋友说出一些事情
时，你有时会挠挠头，因为你不
确定他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对于
门徒们来讲，
耶稣就是这样的朋
友。有时，
门徒们不得不挠头。
有一天，
耶稣在圣殿里让门徒们
个个目瞪口呆。因为他告诉门徒
们祭司要谋害他。耶稣称这些祭
司为狡猾的蛇。门徒们快乐地离
开了圣殿。当他们正沿着巨大的
大理石台阶行进时，
他们本着自
豪的心态称赞圣殿的宏伟。或许
他们在听到耶稣刚才那番尖锐
的话语之后，
想调整一下自己恐
惧或尴尬的感受。也许他们认为
耶稣需要他们的提醒，
让耶稣认
识到这个特别的殿，
以便耶稣能
向祭司们道歉。真相我们已经不
得而知。但耶稣接下来说的话再
次令他们挠头：“你们不是看见
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
将
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
头上，不被拆毁了。”( 太 24:2)
门徒们一定在想，
如此宏伟的殿
宇被拆毁？
他们静静地赶路，
直到上了城外
的橄榄山顶。或许他们还在为耶
稣的话疑惑不解。终于门徒们请
求耶稣解释刚才的话。“什么时
候要有这些事呢？”耶稣开始
发出关于世界末了的警告。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日依然感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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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话题：
耶稣来的时候，
谁能得
救？

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做在我身上
了。
”
(40节)这些绵羊非常惊讶！

耶稣说，
上帝的儿子同着众天使
降临时，
他要坐在宝座上审判万
民，他要把人分为两大群：绵羊
和山羊。就像牧人在剪羊毛的时
候分别绵羊和山羊一般。门徒们
能明白这个意思。绵羊的毛和山
羊的毛不同。山羊无须修剪。
首先，
牧人很容易区分绵羊和山
羊，
第二，
这些动物需要分开。耶
稣试图阐明他很容易区分人心
的不同，
就像我们能很容易区分
绵羊和山羊一样。

另一边是山羊，
他们并没有被良
善的动机所激励。他们忙着为自
己着想。他们之所以有好行为是
为了让人看见。或者他们认为好
行为能赚来天国。耶稣要对山羊
说 ,“我饿了，
你们不给我吃，
渴
了，
你们不给我喝；
我作客旅，
你
们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体，
你们不
给我穿；
我病了，
我在监里，
你们
不来看顾我。”(42, 43 节 )

一旦将这两类人分开了，
耶稣就
要对“绵羊”，
也就是那些像上
帝的人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
的，
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
所预备的国。”( 太 25:34)
这些人关怀他人，
并不是因为他
们不得不去做，
也不是因为有人
吩咐他们这样行。他们之所以这
样行，
是因为耶稣就是这样对待
他们的。他们希望像耶稣。他们
看到了在上帝眼中每个人的宝
贵。但他们看到有人渴了，就给
那人水喝；
有人缺乏衣服，
就给那
人衣服穿；有人没有地方住，就
留那人在自己家里住；
他们拜访
囚犯并帮助他们。他们唯一的动
机？真诚的关怀他人。有什么回
报？他们藉着这样行越来越像
耶稣了。耶稣要对他们说，“这
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

山羊的辩解站不住脚。他们会
说，要是知道需要水、食物、衣
服、友谊的是耶稣，他们一定会
善待主的！但他们不知道。
耶稣要说：“这些事你们既不
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
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45
节)他们要被拒绝，
因为在天国，
大家都是彼此关怀。自私的人无
法融入天国的生活；
他们在那里
也不会快乐。

参考资料
• 太 24:1-14; 25:31-46
•《历代愿望》70 章 ,637-6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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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节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
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40）

安息日

主题信息
接受耶稣的爱鼓励我们为主和他人服务。

做 做第 74 页中本周的活动。

祷 求上帝帮助你总能选择跟随
他。

学 开始学习存心节。

星期三

星期日

读 创 18:1-16

读 太 24:1-14 和本周的故事“甘
心乐意的服务”。

列 列出这个故事与绵羊和山羊之
比喻的两个相似之处。

思 耶稣为什么没有被圣殿的壮丽
恢弘所吸引？

计划 邀请自己并不熟悉的人来你
家做客。计划好好招待他。

写 将本周存心节写在一张纸上，
然后放在你能经常看到的地方。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星期一

星期四

祷 求主赐你服务他人，服务上帝
祷 求耶稣帮助你做一只“绵羊”。 的机会。

读 太 24:15-35

18
读 玛 3:17，

思 耶稣对未来知道些什么？

写 给某个服务他人却又得不到他
人感激之人写一封鼓励信。

讲 请一个成人谈一谈耶稣所说的
“末期”。这些征兆暗示着什么？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祈求上帝赐你乐于助人的精
神。

星期二
读 太 25:31-46
制作 将一张纸折成四个相等的部
分。每个部分画一幅画（或剪下来
粘上杂志上的照片）以此来代表耶
稣说人们为他所做的事情。
解 用自己的话解释为什么这两群
人，绵羊和山羊，受到了不同的对
待。
做 制定计划，从事一些服务，向那
些有需要的人彰显上帝无条件的
爱。

观察 观察一种体育运动，看看人
们如何鼓励他们最喜爱的团队。
思 思考这些方法对于鼓励身边的
人有何帮助。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祈求上帝帮助你总能鼓励人，
而不是诋毁人。

星期五
2
读 林前 4:1，
复制 将 这 节 经 文 写 在 一 个 卡 片
上，
放在你的房间每天提醒你，
做一
名基督徒就是做一名仆人。
说 通过背诵来分享存心节。
祷 求上帝帮助你做他谦卑的仆
人。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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