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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默想
又是一个分享真理的时刻：有一个人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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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面前，他的一只手臂枯干了。法利赛人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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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当法利赛人挑衅在安息日治病是否合乎律法

安息日治病

着看耶稣到底会做些什么，
他们想找把柄控告耶

的时候，耶稣很清楚他们的企图。他完全可以对
那个手臂枯干的人说“你明天再来吧”，那样就
符合律法，这个人也同样会得到医治。但问题的
关键不是这个人的手臂，
而是谁的律法更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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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法利赛人的律法，
还是怜悯的律法？耶稣十
分清楚医治这个残疾人要付出什么代价，然而，
他还是医治了这个人。 耶稣认为正确良善的事
情正是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不去做的。

经文主题
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一
个病人， 尽管法利 赛
人认为
耶 稣 做得 不 对。
【马太福音】1 2 ：1
-14

我们可能也会面临同样的选择。尽管没有法
利赛人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
但我们的一
言一行仍然会被不少眼睛注意到，
也要被许多心
灵所感知。
（这些人也许就是我们的孩子。
）有时候，
把某种善行暂时搁置一旁，或者推迟几天，对我

学习要点

们似乎更容易一些。 但耶稣的榜样和激励是要

通过这一课学习孩子可以
1 比较耶稣和法利赛人
的不同行为；
2 讲述 在哪些情况下，
可以向他人做好事；
求
3 在做好事的时候，寻
上 帝的 帮 助。

我们现在就做出善行——用言语和行动。 上帝
已经赐下他的灵来帮助我们传扬他的良善与爱。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祈求圣灵帮助，然后行动！

教学点滴
1、避免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孩子们讲话，

学习目的
有了 上帝 的 帮助，
能做好事。

要以朋友的方式和孩子们交谈。 应当像尊重成
我就

年人一样尊重孩子，
让孩子们知道老师重视他们
和他们的见解。
2、如果有一个孩子告诉老师一个好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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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把这个好主意和全班的孩子分享。 这种方式能够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可以在主日
学和其他地方做出有意义的贡献。这同时也是在告诉孩子们，他们的意见真的很重要。

材料 纸、彩笔
准备 在一张纸上画出一个人正在踢足球的样子。（如图所示）
过程
将准备好的画给孩子们看。 这个人在做什么？小朋友们平时都会做些什么活动
呢？孩子们自由回答。让孩子们画出从事各种不同活动的人（跑步、读书、睡觉、跳绳等
等）
。 当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怎样向别人表示友好的呢？（把球踢给一个需要朋友
的人。
） 今天，我们要给小朋友们讲一讲什么是友好的行为。

材料 圣经、圣经故事填图（见书后附图）、在一个盘子里放些饼干
小助教
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要带着孩子们做故事里的动作。 孩子们站在原地，假设自
己与耶稣的门徒们一起穿过一片田地，捡起一些麦穗吃，然后再走到会堂里。 如果空
间允许，带着孩子们走到房间里的不同地方。

引言
请一个孩子把手攥成拳头，试着从盘子里拿一块饼干从盘子里弄出来。 再让其他
的孩子试试。 如果你的手指不能活动，还有什么事做起来会很困难呢？孩子们自由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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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个人的一只手不能动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耶稣是怎
样帮助他的。（用您自己的话讲述这个故事。）

耶稣听从上帝的规定
什么样的规定是你们必须遵守的呢？法利赛人是宗教领袖，
他们给大家订出了很多
很多的规定。 耶稣在地上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些法利赛人差不多所有的事情都订下了
一个规定！在那些规定中，有一些是从上帝来的。 可是呢，法利赛人也在上面附加了
很多别的规定。 他们还说，只有遵守所有这些规定才算是听从上帝。
然而耶稣的一些教导却和法利赛人所遵守的规定正好相反。耶稣说上帝真正想要
世人做的是爱上帝，同时也要彼此相爱。 因此，法利赛人很不喜欢耶稣。 他们处心积
虑地寻找耶稣的不是，并想以此来定他的罪。 如果有人一心想找你们的茬儿，你们会
怎么想呢？
在一个安息日（就是一周里面的第七天），耶稣和他的门徒走过一片麦地。种庄稼的
人会在路边留一些麦穗，好让饥饿的人能找到一些食物。 他们正走着呢，门徒们突然
感到肚子饿，于是就捡起一些麦穗吃了。 法利赛人一看见他们捡麦穗，简直气坏了！
因为他们订了一项很长的规定，说的都是人们在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 其中有一条规
定是：安息日一切工都不可以做。
他们气呼呼地质问耶稣：
“你为什么让你的门徒在
地里捡麦穗？这是破坏安息日的规定！”
耶稣提醒法利赛人，即使早在旧约时代，就有一些
人因为饥饿去找吃的东西，上帝并没有生他们的气。耶
稣是想让法利赛人知道，
爱上帝与关心他人的需要比固
守教条更加重要。
可是这话却让法利赛人更生气了。 耶稣竟敢妄称
他知道上帝的心意！这些法利赛人跟着耶稣，一路到了会堂。

耶稣表达了上帝的爱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萎缩了，也动不了。 法利赛人知道耶稣很愿意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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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这个人，但是他们规定在安息日给人治病是违反律法的，除非这个人快要死了。
于是，法利赛人问耶稣：
“安息日治病可以吗？”他们心里想，耶稣的回答只能是
“不可以”。你们觉得耶稣会怎么说呢？
耶稣没有说不可以。他看了看法利赛人，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然后说：
“如果你有
一只羊掉进了坑里，即使是在安息日，你会不会尽力把它拉上来呢？”
当然啦，大家都知道他们会尽力把那只羊救出来的。
耶稣问大家：
“人不是比羊更重要吗？”大家一听，都不说话了。是呀，人当然更
重要啦，每个人都这么想。 耶稣接着对大家说：“在安息日做好事是可以的。”然后他
转过身，对那个手枯的人说：
“把你的手伸出来。”那个人慢慢地把手从怀里伸了出来，
又小心翼翼地把手掌打开。 哎呀，他大吃一惊，他的手再也不是萎缩的了。 他试着活
动了一下手指，天哪！手指能动了！他一会儿摊开手，一会儿握住拳。 他的手完全好
了！他的手好了！他可以用这只手了，他可以照顾自己了！
耶稣帮助大家明白：爱一个人比遵守法利赛人的规定更重要。这下法利赛人可气
坏了，可是大家都愿意跟着耶稣，听他讲解上帝的教导。

总结
耶稣和法利赛人都说他们爱上帝。但是耶稣表达了上帝的爱，法利赛人却没有。表
达上帝的爱绝不仅仅是用言语，更要用我们的行动。 即使困难重重，我们也当行善！
有了上帝的帮助，我们就能为别人做好事。 只要我们祈求上帝，上帝就会帮助我们。

材料 圣经、纸、剪子、记号笔
准备 把纸剪成条状，每个孩子一张纸条。在其中一张纸条上画一个圆圈。
过程
让孩子们坐成一圈。把纸条发给他们，让孩子们传递纸条直到老师喊“停”。手里
拿着带有圆圈纸条的孩子回答下面的一个问题。 游戏可以玩几次，让不同的孩子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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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回答问题。
´ 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耶稣的门徒们做了什么事情？
´ 耶稣又做了什么呢？
´ 耶稣什么时候帮助了一个人？他是怎么帮的？
´ 耶稣和法利赛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又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

材料 圣经
准备
让我们一起大声朗读 [加拉太书] 6 章 10 节。 一边用手指着每个字，一边大声朗
读。 上帝希望我们做好事，用我们的行动表达对别人的爱。 有的时候，这样做很难，
可我们都知道上帝会帮助我们。

过程
在黑板上写出 [加拉太书] 6 章 10 节。 先读金句的第一个词，孩子们跟读。 接
下来再读两个词，然后读三个词，以此类推。让孩子们跟读，最后一起重复整个金句。
邀请孩子们按照这种方式领读金句，老师跟读孩子们读的每组词。 如果时间允许，可
邀请几个孩子领读。

问题
´ 耶稣是怎样做好事的呢？（给一个人治病；关心大家……）
´ 我们怎样去做好事呢？（帮助别人；给予别人；为别人祷告……）
´ 我们应该多长时间做一次好事呢？（经常；随时……）
´ 我们应该为谁做好事呢？
´ 什么时候做好事很难呢？
´ 谁会帮助我们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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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圣经、纸、一张大纸、彩笔、胶带
过程
和孩子们一起大声朗读 [加拉太书] 6 章 10 节。
我们可以说些什么来提醒大家做好事？（做好事；表达上帝的爱；记得表达爱。）在大
纸上列出孩子们的建议。
给每个孩子一张纸。让孩子们从大纸上选一些词（或词组）。然后用彩笔把他们所
选的词（或词组） 的意思画出来。 在孩子们画的时候，提出以下问题。
´ 朗读 [加拉太书] 6 章 10 节。 这句话告诉我们要做什么？
´ 你们听别人说过一些什么好事吗？你们看见过别人做的什么好事吗？
´ 什么时候为一个朋友做好事会很难呢？在你们家，什么时候可能很难对某个人
表示友善呢？
我们需要祈求上帝帮助我们为别人做好事。 和孩子们一起做简短的祷告。

如果空间足够大，把图画贴在教室或者教堂里。

材料 圣经
过程
我们来做游戏，这个游戏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今天的金句。 和孩子们一起朗读 [加
拉太书] 6 章 10 节。孩子们站成一圈。 请一位志愿者在圈外围着圈走，志愿者轻拍一
个孩子的肩膀。 那个孩子要加快走路的速度，被拍到的孩子则要快速向相反的方向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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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圈走。 两个孩子相遇后停下来，用背诵金句和握手的方式相互问好。然后两个孩子
要快速按原路返回，并站到空位上。被拍到的孩子成为新的志愿者，进行下一轮游戏。
游戏进行几轮后，向孩子们提出下面的问题。

问题
´ 如果有人说是你的朋友，可是他的表现一点都不友好，你会怎么想？
´ 假设我们可以和故事里的那些人说话，谁会说他们
爱上帝呢？（耶稣、法利赛人、门徒们……）
´ 在我们故事里，耶稣是怎么表达他爱上帝的呢？（他
治好了那个人的手。
）

´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爱、做好事呢？（祷告；
帮助别人；对人友好；好好地对待别人……）我们一起来祈求上

帝帮助我们表达爱，为别人做好事。 和孩子们一起祷告。

1、游戏开始前，孩子们复述几遍金句。
2、老师可以一边讲解游戏，一边带着孩子们做一次示范练习。

简单描述自己得到别人帮助的情景以及别人是如何帮助你的。
什么时候做好事很容易？什么时候做好事很难？在学校里？和父母在一起？
为别人做好事可能会很难！有的时候要花很多的时间。 但是，当我们做好事的时
候，我们便是在遵守上帝的话，是在传达上帝的爱。我们可以请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为别人做好事。
邀请孩子把下面祷告的句子补充完整：“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在 _____ 的时
候，能够伸出援助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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