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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长的仆人

教师默想
这个罗马的百夫长深切地关心他那位病重
将亡的仆人。 他想方设法救治自己的仆人。 他
听说耶稣就在城里，
顿时心中燃起了希望！作为
一个外邦人和一个罗马官员，
他一定在设想自己
会受到犹太人怎样的待遇。出于对仆人的关心，
他到城里犹太人的领袖们那里，
希望他们能够恳
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

金句 背诵

点不 疑
心 求， 一
信
着
凭
只要
】 1 ：6
【 雅各书

犹太领袖为他代求，于是耶稣同意跟他们
惑。

去医治那个仆人。 但这个百夫长托人告诉耶稣
说，不用劳烦耶稣亲自来,因为让这样伟大的老
师屈尊来到一个外邦人的家里是不合适的，
而且

经 文 主题

百夫 长表 明了
对耶稣的信心
，
耶稣治好了他
仆 人 的病。
【 马 太 福音 】
8 ：5 - 1 3
【 路 加 福音 】
7 ：1 - 1 0

他相信，只要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会好的。
耶稣非常惊奇！他告诉跟随的人：
“这么大的信
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路加福
音]7 章 9 节） 后来耶稣说了一句话，那个仆人就

立刻完全康复了！

学 习 要点
习孩子可以
通过这一课学
长请求耶稣
1 描述当百夫
；
耶 稣 做了 什 么
帮 助 的时 候，
需要别人帮助
2 找出孩子们
的事；
道的、需要
3 一起为所知
祷告。
上帝帮助的 人

百夫长十分关心他的仆人，并且通过自己
的犹太朋友向耶稣求助。尽管他知道自己不配，
但处出于对仆人的怜悯之心，他谦卑地祈求，希
望得到耶稣的恩典。 百夫长完全相信耶稣的能
力！这样的信心是上帝喜悦，并要祝福的！

教学点滴
孩子们远比成人更需要身体方面的活动。

学习 目的

对孩子们来说，
通过做游戏来学习经文或课程会

我要为 别人祷 告。

容易得多。经常给孩子们提供活动的机会，因为
在活动中学习合作比单纯地坐着听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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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毯子（或一块布）、小件物品（硬币、一块糖、水果、水杯、纸、笔等）
准备 将小件物品放在桌子上，用毯子盖住。
过程
您掀开毯子，让孩子们看 5 秒钟桌子上的物品，再把毯子盖
好。 请孩子根据记忆说出物品的名称。 然后掀开毯子对照查看。
你能怎样用这些东西来帮助别人？请孩子们画出或说出他们的想法。（如图所示）
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会讲一个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特殊的方法。

材料 圣经、圣经故事填图(见书后附图)、一张大纸（或黑板）、笔
小助教
（您在讲故事的时候，可以使用“小助教”中提供的方法，帮助孩子们理解、记忆。
）

讲故事时，在黑板上画一些简单的图画。（如图所示）
1． 伤心的百夫长。
2． 生病的仆人。
3． 跑去告诉耶稣的人。
4． 耶稣去医治他。
5． 哇！仆人的病好了。

引言
你曾经生过很重的病吗？谁帮助了你？他怎样帮助你呢？（自由发言）在我们今天
的故事里，有一个人病得很重，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用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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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夫长的担心
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罗马人统治着他居住的国家。大多数人根本不喜欢罗马人，他
们想赶走罗马人。 那个时候，在罗马的军队里，有一些官叫做百夫长。 每个百夫长负
责 100 个士兵，这些士兵必须服从他。
有一个百夫长遇到了难题。他非常喜欢的一个仆人病得很重。百夫长想尽了办法
都不能治好他。 那个仆人的病越来越严重，大家都以为他快要死了！百夫长心里非常
着急：“我能做什么呢？”他想不出办法来救他的仆人。
这时百夫长听见了有关耶稣的事。 你知道耶稣一些什么事情呢？

百夫长的计划
百夫长听说耶稣能使瞎眼的看见，让生病的得医治。 百夫长确信耶稣也能治好他
仆人的病。但是耶稣会帮助一个罗马人、一个罗马军官吗？百夫长心里拿不定主意。在
城里，百夫长找到了一些受人尊敬的犹太人，请求他们说：
“请你们去找耶稣！请求他
治好我仆人的病。”
在圣经的那个时代，犹太人通常不喜欢罗马士兵。 但是他们觉得这个百夫长很不
一样，他对他们一直很友善，还帮助犹太人建了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这些犹太人就赶
快去请耶稣。 你认为他们会对耶稣说什么呢？
他们找到耶稣后连忙说，
“耶稣，我们有个朋友是罗马的百夫长。他请我们来找你
去治好他仆人的病。 虽然他是一个罗马人，他却是我们大家的朋友！请你来帮助这个
人吧！你认为耶稣会怎么做呢？
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的仆人。”他们立刻一起往百夫长的家赶去。

百夫长的信心
百夫长可能一直在盼着耶稣的到来。但是他心中又觉得让这样伟大的老师屈尊来到
他的家不合适。 就又托他的朋友对耶稣说，
“主啊，不要麻烦。 您说一句医治我仆人的
话，他就一定会好的。因为我是知道如果我命令我的手下人，他们一定会服从命令的。”
耶稣听了百夫长的这些话，非常惊奇，他转过身对跟着他的人说，
“我在以色列中
都没有遇见过任何人有这么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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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知道站在他周围的人可能认为上帝只爱犹太人，不关心一个罗马士兵的仆人。
但是耶稣却希望他们知道，这个罗马士兵对他的信心正是上帝希望每个人都有的。 上
帝的爱是给所有人的，而不是给少数人。
耶稣要教导他们：
“世界任何一个人都能因着对
他的信心而成为上帝的儿女。”
然后耶稣对带口信的人说，
“回去吧！就像他所
相信的那样，他的仆人好了。”
那个人立即赶回去，等他到了百夫长那里，发现
那个仆人已经完全好了！因为百夫长相信耶稣，
所以
耶稣就治好了他的仆人！那个仆人一定非常高兴，他感谢耶稣，也感谢百夫长的关心。

总结
耶稣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他只说一句话就医治好了病人！耶稣夸奖了百夫长
的信心。 如果我们相信耶稣，我们也可以请求他来爱我们的朋友。我们可以为我们生
病或者有困难的朋友祷告。 不管问题多大，我们都可以祷告。

材料 圣经、纸、笔、袋子
准备
分别在纸片上写出故事中人物的名字。 例如：耶稣、犹太领袖、百夫长、生病的
仆人等等。 把纸叠起来放进袋子里。

过程
现在你们可以轮流来做老师，根据故事的内容向其他的小朋友提问。 志愿者从袋
子里选一张纸条，然后问一个关于这个人物的问题。 其他孩子回答。 例如：“耶稣做
了什么？”
“那个仆人生病时有什么想法？”
“百夫长去找谁了？”
“当耶稣听到百夫长
的话后，为什么很惊奇？”等等。 纸条可以重复使用，但问题不能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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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有百夫长这样的朋友吗？为什么呢？如果百夫长没有去请耶稣帮助他的仆
人，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自由发言)

材料 圣经、黑板、粉笔
过程
把 [雅各书] 1 章 6 节写在黑板上。和孩子们一起朗读。“信心”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某些东西是真的）
“疑惑”是什么意思呢？（不肯定一些东西是真的……）上帝非常爱

我们并且鼓励我们祷告。当我们祷告时，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相信上帝听见我们的
祷告，并且他会以他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让孩子们学习“接人”。 让一个孩子背对您站在您的前面。 孩子说：“倒了”，接
着向后倒，您伸手接住孩子，让他倒进您的怀里。 如果时间允许，指导孩子们一组一
组地相互做这个游戏。（切记：让较大的孩子站在较小孩子的后面，您也要在旁边保护他们。）

问题
´ 当你看不见老师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让自己向后倒呢？
´ 还有什么人我们可以相信呢？（上帝、父母、朋友……）
当我们祷告时，尽管我们看不见上帝，但我们知道上帝就在那里听我们祷告。

材料 圣经、各种颜色的纸、彩笔、剪子、胶水或胶棒
准备
为每个孩子在纸（最好是彩色纸） 上描窗户和门的轮廓，将窗户和门的三个侧面剪
开。（如图所示）
67

和睦相处

第十课

百夫长的仆人

过程
给孩子们看您做好的 “爱心小屋”。看一看门窗里
的这些人，然后说出这里面每个人可能需要些什么?（自
由发言）
（例如：奶奶病了；朋友还没信耶稣；爸爸需要一份工
作……） 和孩子们一起背诵 [雅各书] 1 章 6 节。

当别人需要帮助时，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相信上帝会回答。 不要忘记上帝非常
爱每一个人。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房子来提醒我们为别人祷告。给每个孩子一张准备好的纸和一
张白纸。 孩子们把白纸放在下面，有门窗的彩纸放在上面。孩子们在白纸上描出门窗
的轮廓。 在窗户和门的轮廓里，画上他们认识的一些需要祷告的人。 然后，把两张纸
粘在一起（窗户和门不粘）。这样，孩子们在打开门窗时就能看见他们的画了。这个“爱
心小屋”将会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提醒孩子们为这些人祷告。

孩子们可以随意装饰他们的“爱心小屋”。

材料 圣经
过程
请一位孩子站在圈里，两个站在圈外。其他孩子手拉手围成一个圈，把腿分开，相
邻两个人的脚挨在一起。围成圈的孩子保护圈里的孩子。圈外的两个孩子要试图冲进
圈里捉住里面的孩子。他们可以从孩子们拉着的手上爬过去或者从中间钻过去。圈里
的孩子被捉住后，另选三个孩子进行游戏。

问题
故事中的百夫长做了什么来帮助他的仆人呢？（请求耶稣的帮助；相信耶稣……）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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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怎么帮助这个仆人？你在什么时候会需要别人的帮
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的家人和朋友？
（对他们好；为他们祷告……）我们的家人或朋友在什么

时候可能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呢？（当他们生病的时
候；当他们害怕的时候……）

和孩子们一起背诵 [雅各书] 1 章 6 节。
在刚才的游戏中，我们围成的圆圈可以保护圆圈里的人。 同样，我们为他人代祷
就好像在需要的人身边建起一个保护圈。 上帝听我们的祷告，他可以帮助和保护那个
人。 当我们有需要时，我们也可以请求别人为我们祷告。

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百夫长请求耶稣帮助他的仆人。 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
的力量不够帮助别人？（问题太大的时候 ； 有人病得很重的时候 ； 当人们离我们太远的时
候……）但是不管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祷告！在祷告里，我们可以请求耶稣帮助我

们的朋友和家人。
（如果班上的孩子多，可以分成几个小组，由您的助手带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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