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課‧海邊的早餐

海邊的早餐
服

侍

服侍就是互相幫助

經文
約翰福音21：1-13；參考資料《歷代願望》第824-832頁。

存心節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裏饒恕了
你們一樣。」（以弗所書4：32）

目的
學生可以：
曉得耶穌對朋友顯示祂的愛。
感受有必要向他們的朋友表示友愛。
回應在幫助一位朋友的事上。

信息
我們以友善對待朋友。

事前準備
故事大綱



這是關於服侍的教導

耶穌的門徒整晚都在捕魚，但

耶穌為門徒做的兩件事，就是

什麼都沒得到。他們看見有一個人

服侍。第一，聚集的行動，祂幫他

站在岸邊，那人告訴他們把網撒在

們捕魚，因為魚是他們食物及收入

船的另一邊。他們照做了，他們的

的來源；第二，預備早餐並服務他

網就充滿了魚，魚竟然多到拉不上

們吃早餐，這是謙卑的行動。這顯

船。他們意識到那人就是耶穌。當

示出祂關心他們生活上的每一件事

他們上了岸，他們就一起吃耶穌在

情，幫助他人，不論大或小就是一

海邊為他們預備的早餐。

個服侍的行為。孩子們也可以找一

服侍‧

些他們能做的事來幫助他人。

（《歷代願望》第825-826頁）

教師補充材料

教室布置

「他們太驚奇了，甚至也沒有問

為了本季需要，教室需要布置成

這炭火和食物是從哪裡來的……雖

一個戶外的海邊景象。在天花板掛

然他們不再有主親身與他們同在，

上大的魚網，也可以在牆上掛貝殼

也不再有原先職業的經濟來源，但

或海的照片。把藍色的玻璃紙揉皺

復活的救主仍然照顧他們。只要

或用藍色的布把大石頭包起來，用

他們從事祂的工作，祂就必供給他

來代表水。一些大的植物，真的或

們的需要。而且耶穌吩咐他們把網

假的都可以，很適合拿來布置。

撒在船的右邊也是有用意的。當時

此節目將會因為使用一些船的道

祂正站在他們右邊的岸上。那就是

具，而更有效果。建議：一個玩具

他們信心所在的一邊。如果他們願

船、一個小的划艇、或一個小地方

與祂同工，就有祂的神能與他們的

讓你能利用板凳、磚塊、椅子來做

人力合作，他們是不會失敗的。」

成一條代替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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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歡

迎

親子時間

預備時間

活動開始

時

間

持續

活

無

A‧書籃

有關魚或海中生物的書籍

B‧拼圖

船、魚或海底生活的拼圖

C‧魚和船

小的塑膠魚和船，一桶或
一盆水

D‧沙子和鏟子

孩子的小泳池，乾淨的沙
子，貝殼，水桶，鏟子

E‧茶具組

一壺水和紙杯

F ‧搖搖椅

大人坐的搖椅

歡迎

鏡子，海中生物木偶或動
物布偶，手搖鈴

禱告

無

歡迎來賓

無

奉獻

玩具船或其它可裝奉獻的
容器

慶生

假的生日蛋糕，蠟燭，火
柴，小禮物（隨意）

＜5分鐘

＜10分鐘

＜10分鐘

存心節

絨布或厚紙板做的小聖經

B‧搖晃的船

道具船，一串電燈泡或在
尾端有黑色塑膠針孔的手
電筒或螢光星星

C‧

一個浴盆或一個小泳池的
水，一些塑膠魚或其它漂
浮物，小魚網或塑膠袋

沒有魚

D‧好多魚

一個浴盆或一個小泳池的
水，許多塑膠魚或其它漂
浮物，魚網或塑膠袋

E‧

魚和魚網

無

F‧

耶穌在岸邊

無

G‧

存心節詩歌

無

H‧

海邊的營火

石頭或磚塊，紅色、橘色
的玻璃紙或棉紙

＜30分鐘

I ‧海邊的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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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材料

在門口歡迎學生

A‧

體驗故事

動

毛毯，魚形餅乾或其它點
心，小紙杯，餐巾紙，一
壺水

服侍‧

動手做做看
（隨意）

J ‧存心節詩歌

無

K ‧整理乾淨

垃圾桶和垃圾袋

L ‧釣魚竿

木棍或木製的板子，繩
子，硬紙夾，磁鐵條，紙
魚（見第58頁插圖），浴
盆或水桶或一個孩子泳池
的水

M‧輪流

無

N ‧分享泰迪熊

填充布偶或為每一個孩子
準備小毯子

＜10分鐘

第一週

紙魚

（見第58頁）影印紙魚圖
案，手指顏料或印泥，嬰
兒用溼紙巾或擦手紙和水

第二週

手指魚

（見第59頁）影印波浪圖
案，顏料或印泥，細馬克
筆，嬰兒用溼紙巾或擦手
紙和水

第三週

旗幟

影印旗幟圖案（見第58
頁），貼紙（隨意），冰
棒棍，膠水，鉛筆、馬克
筆或蠟筆

第四週

仁慈的雙手

紙，鉛筆，存心節詩歌

第五週

紙盤船

小紙盤（約6吋），冰棒
棍，膠水，剪刀，手指顏
料，魚造型的海綿

點心專區

魚形餅乾，水，紙杯，餐
巾紙

（隨意）

家長時間
經過一週的勞累，為了這一天的
「休息日」許多忙碌的父母親抵達教
會時，早已筋疲力盡。在安息日學時
間中和他們分享一些鼓勵的話語或一

以自行斟酌，是否要使用。

第一週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消息。身為
一個婦產科的護士，我完全了解現在

些能表達你關心他們的事物（最好在

這個狀況，對我們寶貝的新生女兒來

預備時間時進行）。以下的內容是由

說是多麼的危險，她有可能會死，我

一些年輕的父母所提供的建議，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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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覺得好孤單。我們從別的地方搬來

這些寶貴的朋友，他們的善解人意改

這，並決定要在這生下我的寶寶。我

變了所有的事情。

們打電話給好朋友，他們住在距離這

分享一下孩子弄髒衣服或有人注意

四小時車程的地方。當我再次清醒

到你遇見困難時，他們如何鼓勵你。

時，他們已在醫院了。我們能做的，
就只有一起哭和一起禱告，但還好有

第三週

他們與我們同在，給我們加油打氣。
經過心臟手術治療後，我的女兒終
於出院了，完全康復了。我們讚美上
帝，因為這是上帝給她的禮物。我們
也感謝那些與我們一起，愛我們，支
持我們的朋友。
分享有朋友幫助你渡過苦難的經
驗。他們是如何的扶持你，如何向你
顯出上帝的愛？

第二週

安息日的早上，我們趕著出門。
我負責孩子的節目，因為我有許多小
事情必須要負責。我的孩子習慣吃奶
嘴，通常我都會在裝尿布的包包中準
備兩個或三個的奶嘴，但就在這個早
晨，我們一個也沒帶就出門了。我一
直都沒有注意到，直到他開始在安息
日學哭鬧。當我翻遍包包，卻找不到
奶嘴時，幾乎要瘋了。當我意識到，
我真的沒有帶出來時，眼淚已經快流
出來了。在同一個房屋的另一個媽

我太太是我們這個社區另一個教會

媽，發現在她的包包中有多一個奶

的詩班指揮，所以每一個星期三的晚

嘴。她很快地洗一洗，然後就給了我

上，我都把我們的新生兒一起帶去參

的孩子。我兒子馬上安靜了下來。我

加週三的禱告聚會。有一晚他開始吵

負責安息日學孩子的節目也因這個簡

鬧，我就把他從襁褓中抱起來，輕輕

單的善行，使我能專心完成。

安撫他。有一位仁慈的婦女願意幫忙
照顧他，因此我就把孩子交給她，但

分享當一些人簡單的善行，卻對你
造成大影響的經驗。

我並沒有察覺到他吐奶在我夾克的衣
領上。當她接過孩子之後，他馬上就
安靜下來了，可能因為是他胃中的空
氣已經在他吐奶時消除了。我終於可
以繼續聚會。
人們的注意力似乎都很集中。但我
不知道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我的衣
領，我兒子吐的奶正緩緩的流到我的
夾克上。在聚會結束之後，有一位好
心的婦女拿一塊布來幫我擦衣領。她
說：「這沒有關係啦，牧師。我們都
愛你及你的孩子！」我感謝上帝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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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週
我是一個新手媽媽，完全被照顧新
生嬰兒的生活打敗。我覺得很孤單，
沒有人可以和我討論這個佔據我生活
時間的嬰兒。我需要跟其它的媽媽討
論、問問題，或是做些分享，但是我
一個也不認識。有天電話響了，我從
沒見過這打電話來的人，但她的先生
與我因工作而相識。她先生在前幾個
星期，曾建議我和他太太應該要認識
一下。她真的是一位救星！她常常鼓
勵我。當我有疑問時，她給我最有用

服侍‧

的建議。她教導我好多事，包括如何

題──任何你說得出來的問題。我也

在家當一位全職媽媽。我永遠感謝她

曾看過這些禱告在我的家庭中得到應

找到我這個她從不認識的人，對我表

允，這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就是我

現慈愛。

們在聚會中分享的任何事都不會被說

分享某人在你最艱難的時刻，尋找
到你，進而幫助你的經驗。

出去，但是朋友們在這一星期中都會
記得幫我代禱。我不會錯過每星期一
次的聚會，同時，我知道當我需要打

第五週
現在開始我有一些機會可以參加媽
媽禱告小組，我們一星期聚會一次，
花大約一小時的時間禱告。時間過得
很快，我們為家庭關心的事禱告──
健康的問題、管教的問題、靈性的問

氣時，我可以依賴我的朋友。我們在
電話中分享的禱告，可以幫我渡過那
一個星期。
你有禱告的伙伴嗎？如果沒有，就
在今天找一個吧。朋友之間的互相禱
告很有力量。

預備時間
為那些早到的孩子們在地毯、毛

C．魚和船

毯、被單上或用棉被鋪成的半圓內提

提供小的塑膠魚和或木製的船（或

供一些簡單的玩具。在一位大人的看

其它可以漂浮的東西），讓孩子可以

管下，讓這些孩子玩這些玩具，直到

在裝滿水的盆子或孩子的小泳池中浮

節目正式開始為止。孩子們所玩的玩

起。

具必須要跟節目的主題有關聯，基本

D．沙子和鏟子

上是要根據當月的聖經故事來準備。

將孩子用的小泳池裝滿乾淨的沙子

從下列的建議之中，選出這個月的

及貝殼，再提供一些水桶及鏟子讓孩

活動並確定適合不同年齡層的幼童。

子可以挖貝殼。

A．書籃

E．茶具組

提供一籃有關魚及海中動物的簡單

提供一小壺水及紙杯，或用其它玩

圖畫書。

具來練習替別人服務。

B．拼圖

F．搖搖椅

準備有關船、魚或其它海中動物

準備一個大人坐的搖椅，如果小朋

的硬質拼圖。如果沒有現成的拼圖，

友太過害羞或太過愛睏而無法參與活

就用膠水把海中動物的照片或圖片黏

動時，父母可以坐在搖椅上，輕搖他

在厚紙板上做一個。然後把它切成二

們的孩子。

塊，讓孩子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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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開始
A‧歡迎
你需要：
□鏡子
□海中生物
的填充布偶
或木偶

B‧禱告

說：早安，各位小朋友，今天很高

說：耶穌喜歡我們邀請祂一起和

興見到你。你可以唱以下這首歌，親

我們參與安息日學。準備唱禱告的歌

自歡迎每一位小朋友。（建議：把鏡

「我與耶穌交談」（《小小聲音讚美

子放到每一位小朋友面前，讓他們可

祂》第10首）。

以看到自己，或是給每一位小朋友一

當我禱告，我與耶穌交談，

個海中生物的木偶或填充布偶，與孩

當我禱告，當我禱告，

子握手。）唱：「歡迎歌」（《小小

當我禱告，我與耶穌交談，

聲音讚美祂》第4首）。

我知道，祂垂聽我禱告。
─朵蕾絲羅伯森（Dorothy Robison）

誰來到安息日學？
（放入孩子的名字）

做一個類似以下的簡短禱告：親愛

誰來到安息日學？

的耶穌，謝謝你賜下安息日，給我們

（放入孩子的名字）

安息日學。謝謝你在聖經的故事中教
導我們，請幫助我們更像祢，阿們。

說：我愛安息日及我喜歡來上安息
日學，我們一起搖鈴一起唱歌。當邊
唱「安息日鈴聲」（《小小聲音讚美

C‧歡迎來賓
歡迎每一位來賓，並唱「我們歡

祂》第237首）時，邊將手搖鈴分給

迎你」（《小小聲音讚美祂》第7

孩子。

首）。
我們歡迎你，我們歡迎你，

鈴啊鈴啊鈴，

在這美麗安息日。

安息日的鈴聲。

我們歡迎你，我們歡迎你，

鈴啊鈴啊鈴，

在這美麗安息日。

鈴啊鈴啊鈴，
小朋友的歌聲。
─米爾德里德 （Mildred Ad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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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爾德里德 （Mildred Adair）

服侍‧

音讚美祂》第36首）。

D‧奉獻
說：有些小孩不
你需要：
知道耶穌愛他們，
□玩具船或其
它裝奉獻的 我們能幫助他們認
容器
識耶穌。我們將奉

生日，生日，今天是誰的生日？
走向前來，坐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唱歌祝你生日快樂。
─米爾德里德（Mildred Adair）

獻帶到安息日學，這些奉獻會幫助其
它小朋友認識祂。在地板上放一個玩

當大家唱「生日銅元」（《小小聲

具船（或其它容器），讓每個孩子能

音讚美祂》第37首）時，幫忙小朋

夠把奉獻放在裡面。當你在收奉獻

友把錢幣撒在假的生日蛋糕上（或其

時，請唱「大輪船」（《小小聲音讚

它容器上）。

美祂》第35首）。

（孩童的名字）生日大家來慶祝，

大輪船開到外國去傳道，

讓我們一同來數一下。

去啊去啊，快快走。

看他有幾個生日銅元（數一數）

它帶了一個老師去外國，

啊，銅元說他是（年齡）歲大。
─強尼伍德（Johnie B. Wood）

幫助可憐孩子們。
─哈斯（A. Haas. Adapted）

點生日蠟燭並帶領唱「生日快樂」
歌。

E‧慶生
你需要：
□假的生日蛋糕
□生日蠟燭
□火柴
□小禮物（隨意）

說：上帝給

祝你生日快樂，

我們每一個人

祝你生日快樂，

都有生日，今

耶穌愛你，親愛的（壽星的名字），

天在這也有人

祝你生日快樂。
─傳統歌謠

生日喔。今天

是誰的生日呢？讓我們一起閉上眼
睛。唱歌的時候引導壽星站在前面

鼓勵壽星吹熄蠟燭，如果可能的

（或者你可將拖行的動物玩具，在每

話，安息日學可以送生日的孩子一份

個小朋友面前繞行一圈後，停在到壽

小禮物。

星面前），唱「生日歌」（《小小聲

15

第一課‧海邊的早餐

體驗故事
A‧存心節
說：現在讓我們打開聖經。給每

你需要：
一個孩子絨布或厚紙板做的聖經。聖
□絨布或厚
紙板做的 經告訴我們，上帝愛並看顧我們。唱
「我小心打開聖經」（《小小聲音讚
聖經
美祂》第26首），唱這首歌的時候
就一起打開聖經看。

你需要：
□道具船
□一串燈泡或
有尾端有黑
色塑膠針孔
的手電筒或
夜光星星

在附近，很小的孩
子可以坐在家長的
腿上。請家長輕輕
搖晃他們的大腿，
把燈關掉，點亮燈
泡，或請別人幫忙
把有塑膠針孔手電

我打開我的聖經來唸，

筒的光打在天花板上，或在黑暗的

主愛我，主愛我。

室內，貼上夜光的星星。當你唱「看

─強尼伍德（Johnie B. Wood）

那船」（《小小聲音讚美祂》第172
首）時，請前後搖晃孩子。

說：你在聖經中看到什麼？（給

搖啊搖，搖啊搖，搖啊搖，搖啊搖

孩子回應的時間）耶穌如何對待祂的

彼得在夜晚捕魚

朋友？聖經教導我們，我們應該幫助

搖啊搖，搖啊搖，搖啊搖，搖啊搖

朋友。我們今天的存心節說，要仁慈

彼得在夜晚捕魚

的對待我們的朋友。今天的存心節：

─珍妮塞基（Janet Sage）

「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
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裏饒恕了
你們一樣。」跟我一起說。讓我們
唱一起唱存心節詩歌，「恩慈相待」
（《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60首）。
恩慈相待，恩慈相待，
要仁慈，恩慈相待。
─珍妮塞基（Janet Sage）

B‧搖晃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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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沒有魚
你需要：
□一 個浴盆、一
桶或一個小泳
池的水
□塑 膠魚或其它
漂浮物
□魚網或塑膠袋

說：彼得和他
的朋友一整晚捕
魚，讓我們和彼
得一起捕魚。把
一個浴盆、一桶
或一個孩子小泳
池裝滿水，放一

些塑膠魚在水中，如果沒有塑膠魚，

說：我們今天的聖經故事，是有關

就放汽球吹氣綁緊、軟木塞、樹葉或

一群男人在晚上的時間去捕魚。他們

其它任何會浮的東西。給每個孩子一

一整晚都在捕魚，其中有一個人名字

張小魚網或有洞的塑膠袋，讓水可以

叫彼得。請孩子上到你的道具船上或

從中流出。當你用「看那船」（《小

服侍‧

小聲音讚美祂》第172首）的旋律，

彼得和他的朋友，捕到好多魚，

唱出以下的歌詞時，讓孩子試著去抓

他們捕到好多魚。
─無名氏

魚。
沒有魚，沒有魚，
彼得和他的朋友捕不到魚。
沒有魚，沒有魚，

E‧魚和魚網
請小朋友起立，去教室的一邊當

彼得和他的朋友捕不到魚。
─無名氏

「魚」，同時也請家長到教室的另
一邊當「網」。給他們提示，
「魚」必須要試著「游」到另
一端，「網」也要試著抓住

D．好多魚
你需要：
□一個浴盆、一
桶或一個小泳
池的水
□塑膠魚或其它
漂浮物
□魚網或塑膠袋

說：彼得和

（擁抱孩子）魚。鼓勵家長去

他的朋友非常難

抓自己的「魚」，其它的家長

過，他們捕了整

或大人可以幫忙抓那些沒有家

晚的魚，卻連一

長陪伴參與安息日學的孩子。遊

條魚也沒抓到。

戲進行時，請持續唱「彼得和他朋

他們現在已經非

友」（前一個活動的歌）。

常勞累，也非常

餓，看見有一個人站在岸邊。那人
問：「你們有抓到任何魚嗎？」彼得

F．耶穌在岸邊
說：彼得和他的朋友捕到許多魚，

和他的朋友說：「沒有。」（搖頭表

多到他們無法將網拉上船。他們仔細

示沒有）

的看了一下岸邊上的那個人，居然是

他說：「試著在船的另一邊捕
魚。」因此，彼得和他的朋友就去船
的另一邊捕魚，把網放入海中。
在道具船的另一邊放桶子、浴盆或

耶穌！
用「我有雙手擊掌」（《小小聲音
讚美祂》第215首）的曲調來唱以下
的歌詞。

孩子的小泳池。把所有你選來假裝是

耶穌幫助他的朋友捕魚，

魚的東西，都放進容器中，讓孩子們

（在最後三個音節上拍手）

用魚網去抓好多魚。以「快樂的家」

耶穌幫助他的朋友捕魚，

（《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73首）旋

（拍手，拍手，拍手）

律來唱以下的歌詞。

耶穌幫助他的朋友捕魚，

彼得和他的朋友，捕到好多魚，

（拍手，拍手，拍手）

捕到好多魚，捕到好多魚。

耶穌幫助他的朋友。
─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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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存心節詩歌
說：耶穌恩慈地對待祂的朋友，祂
幫他們捕魚，祂知道將用這些魚來當
食物，並將一些魚出售，他們就可以
買自己需要的東西。耶穌也教導我們
要恩慈的對待朋友。讓我們再唱一次
存心節詩歌，「恩慈相待」（《小小
聲音讚美祂》第260首）。
恩慈相待，恩慈相待，
要仁慈，恩慈相待。
─珍妮塞基（Janet Sage）

I．海邊的早餐
你需要：
□毛毯
□紙杯
□一壺水
□魚形餅乾或
其它點心
□餐巾紙或擦
手紙

邀請孩子坐在
「火堆」附近的毛
毯上，發給每一個
孩子適合他們年紀
的點心，例如：一
杯魚形餅乾和一杯
水。給每一個孩子
兩份點心，一份是

自己吃的，另一份是用來跟別人分享
的。分享的對象可以是他們的家長或
其它大人。當孩子在分享餅乾時，唱
「分享」（《小小聲音讚美祂》第

H．海邊的營火
你需要：
□石頭或磚
塊
□紅色、橘
色的玻璃
紙或棉紙

說：彼得和他的朋友終於把滿滿
魚網的魚拖回岸上，這時，有另一個

278首）。
分享，分享，我有餅乾，你也有；
分享，分享，這是愛的行動。
─珍妮塞基（Janet Sage）

驚喜正等著他們。耶穌在海邊升起了
火，為祂的朋友煮早餐。發給孩子石
頭或磚頭去做一個假火堆，再用揉皺

J．存心節詩歌

的玻璃紙或棉紙假裝是火。當孩子們

說：耶穌借著為飢餓的朋友預備早

在做火堆時，可以唱「營火」（《小

餐，向我們顯現了要如何仁慈地對待

小聲音讚美祂》第249首）。

朋友。耶穌同時也希望我們能對我們

營火，營火，來到營火旁；

的朋友仁慈。當每一個小朋友完成分

耶穌在海邊用火來煮早餐。

享餅乾的動作時，就唱一次存心節詩

營火，營火，來到營火旁；

歌。

盡量多吃，這裡有很多。
─珍妮塞基（Janet Sage）

恩慈相待，恩慈相待，
要仁慈，恩慈相待。
─珍妮塞基（Janet 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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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在後面黏上磁鐵條。

K．整理乾淨
說：你也可

把魚放在空的浴盆、水桶或孩子小

你需要：
以很仁慈，在
□垃圾桶或垃圾袋
家可以仁慈地

泳池，讓孩子可以用他們的釣魚桿去

對待家人。當你在吃東西後，幫忙家

輪流過後，教他們去跟那些尚未輪到

人整理桌子，這就是仁慈的表現。讓

的孩子分享釣魚桿。唱「我會輪流」

我們現在就從清理你的點心開始練習

（《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76首）。

吧。讓孩子收拾紙杯、餐巾紙，然後

當我釣魚時，我會輪流，我會和你

把東西放進垃圾桶。鼓勵孩子也從他
們父母那裡，把任何垃圾也收拾起
來。當他們在做事時，一起唱「我是

「抓」魚。等第一組的每一位孩子都

輪流。
當我釣魚時，我會輪流，因為耶穌
希望我如此行。
─喬（Joy Hicklin Stewart）

一個幫手」（《小小聲音讚美祂》第
290首）。

或

我是一個幫手，我是一個幫手；
我把自己的盤子清理乾淨；
我是一個幫手。

唱「我們分享」（《小小聲音讚美
祂》第280首）。
我們分享，我們分享，
耶穌希望我與你分享。

─瑪瑞（Marie Ingham）

之前輪到你，現在輪到我。
我們很高興的輪流著。
─舒爾森（Enid G. Thorson）

L．釣魚桿
你需要：
□繩子
□硬紙夾
□棍子或木板
□紙魚（見第
58頁）
□磁鐵條
□空的浴盆、
水桶或孩子
小泳池

說：你能想出其
它方法，能讓我們
對彼此仁慈嗎？當

M．輪流
教孩子以下的動作，請家長或其它
大人能幫忙孩子做動作。

我們輪流玩遊戲及

現在輪到你（手指向其它人），

玩具時，我們也是

現在輪到我（手指向自己），

彼此仁慈對待。把

現在是遊戲時間（轉圈圈）。

孩子分成兩組，給

現在輪到你（手指向其它人），

一組用12吋長的線

現在輪到我（手指向自己），

綁在木棍或木板做

這是耶穌的方式（手指向上）。

的釣魚桿，然後在線的尾端加上兩個

─娣安（DeeAnn Bragaw）

硬紙夾。剪下紙魚（見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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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分享泰迪熊
說：我們還有

你需要：
□填充動物布 另一個方法可以仁
偶或孩子用 慈的對待別人，就
的小毛毯
是當他們難過的時
候，讓他們感覺好一點。你有被傷害

抱抱的人呢？（家人和朋友）讓我們
假裝有個人很傷心，我們一起幫他，
讓他覺得好一點。給每位孩子一個玩
具布偶去分享給別人，唱「小嬰孩不
要哭」（《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46
首）。

過嗎？曾經感到難過或寂寞嗎？如果

不要哭，我親愛的朋友，

有人在那時慈愛的對待你，就會讓你

不要哭，不要哭

覺得好過一點。對人仁慈方法，就是

耶穌愛你，耶穌愛你；

拍一拍或抱一抱那位正在傷心的人。

不要哭，我親愛的朋友，

你也可以想要分享自己最愛的動物布

不要哭，不要哭

偶，或毛毯給其它人。如果今天在這

耶穌愛你，耶穌愛你；
─珍妮塞基（Janet Sage）

裡有誰是很傷心，讓你可以拍拍或

動手做做看（隨意）
第一週

第二週
手指魚

紙魚
先影印第58頁

你需要：
的紙魚圖案，讓孩
□紙魚圖案
在用一根手指沾顏
（見第58
頁）
料，在魚的身上加
□顏料或印台 鱗片或將手指在印
（兩種以上
台上壓一下，再把
的顏色）
手指壓在魚身上。
□紙
□溼紙巾或擦 用兩種以上的顏色
效果會更好。（紅
手紙和水
莓汁可以用來代替印台或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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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印第59頁的
你需要：
波浪圖案，然後按
□紙
□波浪圖案
形狀剪下來，讓孩
（見第59
子用他們的手指把
頁）
這個魚畫完。先將
□印台或顏料
手指壓在印台上或
□細馬克筆
□溼紙巾或擦 是沾一下顏料，再
把手指壓在魚身
手紙和水
上。最後，再用細馬克筆把魚的外
形描一圈。

服侍‧

第三週

當你在做此活動時，可以邊做邊唱存

旗幟

心節詩歌。跟孩子說，要用他們的雙

你需要：
□木棍
□旗幟圖案（見
第58頁）
□鉛筆、馬克筆
或蠟筆
□膠水
□貼紙（隨意）

影印第58頁的
圖案，照圖型剪
下。請家長把他
們孩子的名字寫

手來仁慈的對待別人。

第五週（或隨意活動）
紙盤船

你需要：

在空白的地方，

給每一個孩子一個小紙盤（約6 □小紙盤
吋），請家長把紙盤剪成第60頁上
（約6吋）

也可以幫忙孩子

的樣子。再連接冰棒棍，把它做成一 □剪刀（大

畫上一個笑臉或

艘船。提供小的魚形海綿，讓孩子可

一條魚，或加一

以用海綿來畫他們的船。

些孩子喜歡的貼紙在上面。把旗幟黏
在冰棒棍上，當你在做這個活動時，
你可以邊做邊唱存心節詩歌。

聖經活動（隨意）

人用）
□膠水
□冰棒棍
□魚形海綿

如果還有時間，家長可以從多樣活
動選擇一些來強化本月的聖經故事。

第四週

那些在預備時間時所提供的活動，可

仁慈的雙手

以再拿出來使用。除此之外，你也可
把存心節詩歌印

你需要：
在一張紙的底部，
□紙
請家長把小孩雙手
□鉛筆
□存心節詩歌 放 在 上 方 空 白 之
處，然後用鉛筆把手描出來。把存心

節寫在空白的地方（見第60頁），

以在一張桌子上提供一些點心。

你需要：
每週盡可能提供一些和課程有關的 □紙杯
□餐巾紙
點心──魚形餅乾、水或果汁都很適
□水
合在這個月供應。
□魚形餅乾

點心專區（隨意）

結尾：
再唱一次存心節詩歌，「恩慈相待」（《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60首）。
恩慈相待，恩慈相待，要仁慈，恩慈相待。
─珍妮塞基（Janet Sage）

做一個像下列的簡單禱告：親愛的耶穌，謝謝你教導我們要如何的仁慈
對待別人。請幫助我們能永遠記住要恩慈的對待別人，阿們。
唱「安息日學放學了」（《小小聲音讚美祂》第46首）。
安息日學放學了，
我們要回家去。
再會，再會，須誠實要愛人，
再會，再會，願上帝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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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邊的早餐
經文 彼得和他的朋友正在船上。（指出彼得位置，他穿著黃紅相間的長
約翰福音
21：1-13；
參考資料《歷
代願望》第
824-832頁。

存心節
「並要以恩慈
相待，
存憐憫的心，
彼此饒恕，
正如上帝在基
督裏饒恕了你
們一樣。」
（以弗所書
4：32）

信息

條紋袍子，和他的朋友在同一條船上。假裝你和你的小孩在這艘
船上。）彼得正在做什麼？他正在捕魚。他和他的朋友用網子來
捕魚。（請指出網子，假裝用一張網子來捕魚。）他門整夜都在捕
魚。
看哪！太陽出來了。（先指出太陽

向下、向下，讓網子下去，讓網子沉

再指出彼得）看著彼得打哈欠。夜晚

在水下，沉在船下面。你看到下面有什

已經過去，已經到了停止捕魚的時間。

麼？（指著船下方）有魚，很多魚，魚正

但是彼得還是沒

在水中游著。（舉

有捕到魚，他的朋

起一隻手和手指，

友也是這樣。彼得

秀出拇指；固定拇

疲倦了。（打個哈

指不動，扭動其它

欠並揉揉眼睛）彼

手指像魚掠過水面

得肚子餓了。（揉

一樣。
網子感覺很重。」

得！

我們以友善對

聽！有人正在叫

待朋友。

彼得。（假裝以微
弱的聲音大叫著）「彼得！」
彼得的朋友說：「看哪？有人站在海
邊。」（指著耶穌）
彼得問說：「他是誰？」他的朋友說：
「我不知道？」（再呼叫一遍）
「彼得！你捕到魚了嗎？」
彼得有捕到魚嗎？（要孩子停止回答）
你看到魚嗎？沒有，沒有魚。（搖搖你的
頭）沒有，沒有魚。
聽！這個人又喊了一遍。「再撒一次
網！」
漁夫們說：「捕魚的時間太晚了。」
「看一看太陽吧！（指著太陽）已經是大
白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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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說：「這個

揉肚子）可憐的彼

彼得把網子拉上
來。（假裝拉起一
張網子）
彼得的朋友們大叫說：「網子裡有
好多魚哦！」看這隻大魚（指著一條大
魚），看這隻小魚（指著一條小魚），許
許多多的魚。
彼得的朋友約翰說：「看！那是耶
穌！」（指著耶穌）「這是耶穌的神
蹟。」
彼得大叫：「耶穌」，他從船上跳出
來，趕緊衝向耶穌。
看著那海邊的火，又看著食物。耶穌
為他的朋友做了早餐。謝謝你，耶穌。謝
謝你對彼得和他的朋友們那麼友善。
我們的聖經說：「並要以恩慈相待，

有一個聲音說：「向船的另外一邊撒出

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正如上帝在基

魚網。」所以他們向船的另一邊撒出了魚

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以弗所書4：

網。（假裝向另一邊撒你的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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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

1‧參觀一處你
可以看到魚的地方
或者找一找書上或
雜誌上有關魚的圖

親子
時間

沙箱中玩耍。說一說
耶穌怎樣和祂的朋
友坐在海邊一起吃早
餐。

每一天學習這些要做的建

9‧做英式的小鬆

2‧借著繪畫書

議。選擇那些適合你小朋友

餅或其它簡單的食

來創造一個水底世

發展時期的課程，並時常讓

物，把它們送給鄰居

界，並且在一張白

他們反复練習。

享用。

片。

紙上用蠟筆將一些
魚著色，接著將魚用稀釋過的藍色水
彩上色。
3‧一起閱讀聖經故事，唱一唱存
心節詩歌。（見第22首）
4‧邀請一位朋友來玩並練習分
享，玩一種可以輪流的遊戲。
5‧在一小片的黑色塑膠或紙上戳
刺一些微小的洞，把一支手電筒放在
後方觀看並注意安全。放在一個黑暗
房間的天花板來模仿星星。
6‧讓你的孩子幫助你準備早餐。
什麼是你孩子最喜愛的早餐食物。
7‧在浴缸中玩捕魚遊戲。使用一
個濾網或碗型的過濾器來捕塑膠魚或
任何其它小玩具。

10‧幫助你的你
孩子準備並為在床上的家人服務。
用積木做一艘船，在船上進行家庭
禮拜，與你的家人扮演聖經故事中的
角色。
做一種可以吃的船。削下一片水果
長片，或把橘子削成楔形狀。用芹菜
和脆餅乾做桅桿和風帆。
11‧找出一種對朋友的友善方法，
然後去做。
12‧在紙板上畫一隻魚的輪廓，剪
下兩個相同的樣式並重疊，用釘書機
沿邊緣釘牢，將皺紋紙從缺口塞入，
塞滿後釘牢。
13‧天黑以後出去散步。說一說在
晚上捕魚的感覺。

8‧在公園裡的沙地上、海邊或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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