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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我們對待別人好像上帝對待我們一樣。
第一課 大衛

撒母耳記上
16：7，11，12；17：34，35；
《先祖與先知》第649-655頁

歌羅西書
3：20

我是家庭的一 見第10
份子。
頁

有關聖經導讀……

˙給學生主動學習的經驗
讓他們更容易將真理消化在心裡，這些

˙第一課教導年紀小的孩子們，用上

經驗來自於你在課堂上引導他們對問題的

帝對待他們的方式待人。
˙第二課學習更多關於崇拜我們的造
物主。

敬拜：我們敬拜造物主。

第二季B年

˙第三課提醒了耶穌如何愛我們。

反應和說明，並於日常生活中應用這些經
驗。

˙成人安息日學的同工可以參與
使用創新與彈性的方式，由一位成人
來主導一個小規模的安息日學。但是，規

第二課 但以理

但以理書6：1-23；
《先知與君王》第44章

但以理書
6：10

我要每天和耶 見第28
穌談話。
頁

恩典：恩典是生命的恩賜。

第三課 約瑟

創世記30：22-24；37：1-3；
《先祖與先知》第185-186頁

彼得前書
5：7

上帝愛我並且 見第46
眷顧我。
頁

給領導者∕老師

模較大的安息日學，則需一位老師及數位
成人義工協助小組交流。讓小組的協助同

研發這些導讀是用來：

工能以最少的準備，提供學生最大的經驗

˙介紹安息日課程
在這個星期，學生可以借著父母或聖經導

交流。有創意的另類教學可協助老師在節

讀的幫助，來複習或應用所學到的原則。如

格。

目中不同的單元，使用不同的個人學習風

此一來，在安息日學所學習到的課程，就會

（有關更多的自然學習歷程、學習模

變成學生在成長中體驗信心的重要成分。存

式和動態教學的資訊，請與各地復臨書房

心節能在整個星期中複習與強化在安息日學

或教會的安息日學或兒童事工部主任聯

中所學到的重點，並且在學生的心中與他們

繫。）

所經歷的趣味活動相互連結。

˙整個安息日學時間只專注於一個信息
每個信息都會與幾個重要的信心經驗
有關：恩典（上帝愛我）、敬拜（我愛上
帝）、社區（我們彼此相愛）、服侍（上
帝也愛你）

使用這本導讀……
試著依學習歷程之課程綱要來進行教
學，但若必要時則視你的教學情況來改變
活動內容。

相關材料
當你依照每一課的自然學習歷程進行教

˙讓每個學生達到最好的學習成效
透過以課程綱要為基礎的自然學習歷

學時，你可以視狀況來改變活動內容，所

程，這星期你也將借著“信息”與學生連

需要準備的物品也可能因此不同。

結，這意味著你將贏得每個人的注意力和
想像力。

你可以依照每月的課程參考內容之前的
摘要所建議的物品來準備教材，在這一季
開始之前，就將常用教材先預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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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教材

工藝類
□鋁箔紙
□棒針或水管清潔劑
□棉花球或聚脂纖維
□蠟筆、馬克筆、彩色鉛筆
□透明亮膠
□膠水或口紅膠
□打洞器
□印台（各種顏色）
□磁鐵（長形磁鐵）
□指畫顏料
□鉛筆、鋼筆
□塑膠包裝紙
□毛線球
□橡皮筋
□剪刀（鈍的安全剪刀）
□訂書機和訂書針
□透明膠帶和膠布
□捲筒衛生紙空軸或廚房紙巾空軸
□毛線、細繩、線（各種顏色各一）
紙類
□白色桌布
□美工紙（各種顏色，包括黑色與棕
色）
□圖畫紙
□海報紙
□新聞用紙
□棉紙（各種顏色，包括白色）
□寫作用紙
其它
□動物（玩具、物品、塑膠製品）
□天使（毛氈品或黏在木棒上的厚紙
板）
□奶瓶
□嬰兒紙巾
□袋子—紙袋、塑膠垃圾袋、塑膠
密封袋、大的和小的



□“聖經”書（厚紙板或毛氈做的）
□毯子—嬰兒∕洋娃娃尺寸、一般
尺寸
□有蠟燭與火柴的生日蛋糕（假的）
□平價生日禮物（隨意）
□眼罩，每個學生一個
□各種科目的紙板書
□掃帚（孩童尺寸）、防塵衣、其它
清潔用品
□泡泡溶液、吹風機
□積木
□錄音帶或光碟和播放的機器
□木工用具（玩具槌子、鋸子等等）
孩童尺寸
□戲服—天使、聖經時代的大人與
孩童
□皇冠
□杯子—紙杯、塑膠杯、發泡膠製
品
□洋娃娃、洋娃娃衣服
□絨布製品—天使、動物、孩童、
花、耶穌、人、風景、太陽
□鏡子
□自然界物品— 石頭、羽絨、貝
殼、鳥巢、人造花和水果
□裝奉獻金的容器（籃子、碗）
□紙盤、紙巾、杯子
□可拖行的玩具
□拼圖、簡單的木製品或厚紙板
□彩虹棒
□音效（鳥、動物、暴風雨等等）
□玩具樂器
□搖椅，成人與孩童
□罩衫或可以蓋住孩童衣服的舊襯衫
□貼紙（動物、大自然物品、耶穌等
等）
□水槍筒
□浮板類物品

第二季B年

本季所需教材

第一課
□一些手巾
□黏有綿羊圖片的泡棉板或厚紙板
□木杖
□牧羊人的曲柄杖或牧杖
□一小捆人造草或稻草
□紙豎琴
□綿羊圖案（見第62頁）
□綿羊面具（見第63頁）
□輕紙板
□鬆緊帶
□孩童行善的圖片或用來行善的物品
□牧羊人場景（見第64頁）
□豎琴圖案（見第65頁）
□餅乾或水果（隨意）
第二課
□手巾
□黏有綿羊圖片的泡棉板或厚紙板
□木棍或節奏棒
□紙箱
□桌子
□氈製板

□玩具車或其它類型玩具
□天使圖案（見第66頁）影印在卡紙或
描圖紙上
□膠水或口紅膠（隨意）
□獅子圖案（見第67、68頁）
□小紙袋
□大圓餅（隨意）
□花生醬（隨意）
□蝴蝶脆餅（隨意）
□葡萄乾（隨意）
第三課
□人工或罐裝食品
□籃子
□針織品或其它質地布料
□玩具綿羊或綿羊圖片
□綿羊形狀裝置（隨意）
□羊毛布料或毛線
□彩虹棒或單色布條
□耶穌旗幟
□綿羊圖案（見第71頁）
□禮物盒圖案（見第72頁）
□大衣圖案（見第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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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基本的需要

第二季B年

給幼兒學課的兒童
在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恩典鏈的課程中，給幼兒學課的適用年齡是剛出生

所有的孩子們都有某些基本需要，也有與他們的年齡和發展的階段有關
的特定需求。孩子們最基本的需求就是……

物質的
．食物。
．保暖。
．居所。

心靈的
．力量──做選擇和遵循計劃。

情緒上的
．歸屬感。
．認同和認知。

至兩歲的孩子們。然而，幼兒及兒童學課的材料，也適用於三歲年齡的孩
子。
對幼兒學課孩子的一般規則應用是：讓孩子們坐著，坐著的高度以他們
的腳容易與地面接觸為原則。至於在十八個月以下的孩童，可以使用沒有
輪子的學步車。
為了清楚明白幼兒的狀況，剛出生至兩歲的孩童，留意他們的成長和發
展，對於課程教學有相當的助益。

身體的
．在他們身體的發展上，有著極大的變化。
．快速地成長。
．容易疲倦。
．不能夠安靜地久坐。

．表達無盡的愛並接受之。
．在限定範圍內的自由。
．幽默──有歡笑的時候。

精神上的
．所有的認知、愛心、關心的上帝。

心理上的
．注意力只能持續一到兩分鐘。
．借著積極參與和模仿來學習，而不是教導。
．最好的學習是一次一小步。
．集中注意力在他們所看到的或所接觸的。

．對錯誤行為的寬恕和有機會重新開始。
．確知上帝對他的接納。
．禱告的經驗，祈求蒙應允。
．在恩典和上帝的知識中，有成長的機會。

發展的需求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基本需求之外，兩歲的孩童還需要經驗到：
．能力──有機會應用東西，處理事件及對待人群……。

情緒上的
．極端自我為中心──以他們自己為中心。
．害怕離開父母。
．容易哭鬧；某個小孩哭鬧會讓其它小孩也跟著哭鬧。
．以哭鬧來表達他們的需求，通常當需求得到滿足時，他們就會停止哭
鬧。
．當他們得到愛，並受到關照時，會變得很依賴大人。

．自由──做選擇，在學習情境中之互動，隨心所欲地自由行動。
．獨立自主──獨立完成一些事。
．安全──有安全感。

精神上的
‧接觸到關於教會、聖經和耶穌相關聯時，會感受到他們表現出敬意、
喜樂與期望的態度。
‧能夠辨認出耶穌的畫像及口齒不清地說出祂的名字。
‧用餐前的謝飯禱告，雙手會短暫交握，跪下禱告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