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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小牧童，大衛

初級

聖經
故事
教師指引

小牧童，大衛
社 區

我們對待別人好像上帝對待我們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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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心節
“你們作兒女的，要凡事順從父母。”歌羅西書3：20

目的
學生可以：
曉得自己是家裡的一份子。

649頁）

感受自己被家人所愛。
回應以服從和樂於助人。

信息
我是家庭的一份子。

事前準備
故事大綱
大衛來自一個大家庭，看顧父親
的羊群是他的責任。雖然他還只是



自己家人既敬愛又服從。

一季的場景，搭一棟小屋子或小帳

自己是勇敢又忠實的，所以現在上

棚。在表現原野的地板上，多放一

帝揀選了他作祂百姓的首長。……

點綿羊娃娃，布置一些石頭、樹、

這個牧童像受膏之前一樣，謙卑虛

小河、牧人披風和牧杖。可以利用

心地回到山間，依然溫慈地看守著

藍色玻璃紙或藍色布料，布置出小

保護著他的羊群……。（《先祖與

河和石頭的景色；你還可以使用充

先知》第651頁）

氣式小泳池來營造一個綿羊們喝水
的水塘。如果有其它房間，可以布

教師補充材料
在救主降臨的好幾個世紀之前，

來表現土壤和草地的感覺，參照上

大衛在平凡的牧羊工作上，顯明

教室布置

個小男孩，卻有過人的勇氣和責任

童子大衛就在伯利恆四圍的山地上

教室布置為本季三篇課文所設

感。

看守羊群。這個天真爛漫的牧童

計，配合每個月課程活動不同，布

這是關於社區的教導

歌唱他自己所編的詩篇，並用琴彈

置可以隨時增加或減少。記得，盡

大衛是一個有信仰且忠實的

出美妙的旋律，伴奏著他那柔嫩的

可能讓布置呈現幼兒年紀容易理解

牧羊人，他將受託的羊群照料得

童子歌聲。耶和華 已 經揀選了大

的簡單扼要，選擇較大的裝飾會比

非常好。大衛對父親既敬愛又服

衛，並在牧養羊群的獨處生活中準

較適合這個年齡層的孩子。

從，在他和家人的互動中，此人

備他，使他將來能勝任上帝所要委

搭一個聖經時代的場景，把綠

格特質表露無遺。我們也應該對

託他的工作。（《先祖與先知》第

色或棕色的布或紙放在地板上，用

置另一個田園場景，你或許需要安
排一些樹葉、樹枝、灌木叢或花朵
等等，營造場景的真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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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時間

歡迎

持續

家長時間

＜5分鐘

預備時間

活動開始

活動

A ‧ 書籃

有關綿羊、牧羊人、照顧動物或寵物、
善良孩童的書籍

B ‧ 動物角落

動物的玩偶

＜10分鐘 C ‧ 躲貓貓
D ‧ 綿羊籃

＜10分鐘

動手做做看
（隨意）

第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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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巾、小玩具
綿羊玩具或綿羊的圖片

E ‧ 謎題

綿羊謎題

F ‧ 搖搖椅

大人坐的搖椅

A ‧ 歡迎

木棍或節奏棒

B ‧ 禱告

無

C ‧ 歡迎來賓

無

綿羊面具（見第63頁），輕紙板或
紙盤

第三週

仁慈手冊

色紙，蠟筆，孩童行善的圖片或用來
行善的物品，口紅膠，剪刀

第四週

牧羊人場景

第五週

大衛的豎琴

牧羊人場景（見第64頁），厚紙
板，蠟筆，棉花球，膠水，彩色絨
毛鐵絲，剪刀
豎琴圖案（見第65頁），厚紙板或
硬卡紙，蠟筆，毛線，剪刀，口紅
膠

點心專區

餐巾紙，餅乾或水果

（隨意）

家長時間
經過一週的疲累，為了這一天的“休

氣！又感到非常沮喪，然而，當我慢慢

息日”，許多忙碌的父母親抵達教會

冷靜下來之後，我忍不住笑了出來。最

人造生日蛋糕、蠟燭、火柴、小禮物
（隨意）

時，早已筋疲力盡。在安息日學時間中

後，我決定把那些衣架、衣櫥就這樣放

E ‧ 慶生

和他們分享一些鼓勵的話語或一些能表

著不管。幾週後，當我看到那衣櫥，我

A ‧ 存心節

氈製或紙板“聖經”

達你關心他們的事物（最好在預備時間

開始感謝主賜給女兒那樣的繪畫天份。

B ‧ 大衛的家庭

無

進行）。以下的內容是由一些年輕的父

甚至幾年後，每當眼角掃過衣櫥，都提

C ‧ 小綿羊

綿羊玩偶或紡織前的羊毛
牧羊人的曲柄杖或牧杖，小羊玩偶或小
羊圖片
一小捆紙、草或乾草（天然或人工的）

母所提供的建議，你可以自行斟酌，是

醒了我，我的孩子比任何傢具或壁飾都

否要使用。

更重要！

紙豎琴（見第65頁）

第一週
那是星期五傍晚時分，我剛從安親班

分享一下，當你的孩子毀了某些東西
時，你會有什麼反應？鼓起勇氣，並記

G ‧ 我們的家庭

無

接到女兒，準備一起回家。當我正為家

得耶穌永遠在每次挫折中與你同在。

H ‧ 我們能服從

一籃玩具

人準備晚餐時，我發現家裡突然異常的

第二週

I ‧ 我們能幫忙

清潔用品玩具

安靜，母親的直覺告訴我，應該是有什

“聽媽媽的話！”我大吼著，“不準

J ‧ 我們照顧動物 動物娃娃、玩偶或木偶

麼事發生了。我走進孩子的房間，發現

把錄音帶拉出來！”我在盛怒之中衝上

K ‧ 上帝的孩子

她不知從哪找到我的繪畫工具，她的整

階梯，試著阻止我兒子毀了另一塊錄音

面衣櫥、牆壁，還有她的衣架，全都佈

帶。

男孩和女孩布偶

＜10分鐘

滿了她的小小彩繪。我當場愣住了！

捲筒紙羊

衛生紙捲筒軸或類似捲筒，綿羊圖
案（見第62頁），膠水，剪刀，棉
花球

教師指引

綿羊面具

上面有小孩幫忙圖片的奉獻容器

E ‧ 餵小羊
＜30分鐘 F ‧ 豎琴音樂

聖經
故事

第二週

D ‧ 奉獻

D ‧ 尋找綿羊

體驗故事

所需材料

歡迎學生

初級

我大吼著將她一把抱起，放進浴缸
裡，馬上又衝去整理臥室。我真的很生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為之氣結。我
已經講過那麼多次，不要拉壞錄音帶。
當我發現他正毀了自己最愛聽的安眠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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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帶，我真的快煩死了！我沮喪的
跌坐床緣，並為大吼大叫這種不妥的
舉動責備自己。

第四週
剛開始一切都好好的，過了一個月左

“我……對不起，媽咪，對不起。”

右，衛斯里開始不喜歡新生的寶寶。

他溫柔地說。

分享家長們要怎麼在家裡成為一個

預備時間

我父母來探訪，順道幫忙，我非常感

為那些早到的孩童們，在地毯、毛

謝他們。然而，當衛斯里和我爸起衝

消失無蹤，畢竟，那只不過是塊錄音

毯、床單或棉被上，提供一些簡單的

讓我們來看看誰發現了（玩具的名

突時，那可真是一大壓力。我覺得父

帶。我擁他入懷，“我原諒你，親愛

玩具。在一位大人的看管下，讓這些

字），

親對衛斯里的期望太高，衛斯里覺得

的，請你也原諒我剛剛大吼大叫。”

自己被排擠又被拋棄。我為了衛斯

當挫折的情緒打敗你，記住，耶

里，也當著他的面和我父親起爭執。

穌了解這一切，“可別弄哭了小東

我不喜歡衛斯里頂嘴，但我自己也做

要如何讓他仍是家裡的小寶貝？

第三週

了同樣的事。
我為此祈禱，上帝讓我知道自己
對孩子而言，是個非常差勁的示範。
我沒有表現好為人子女應有的態度，

我真的很感謝老公幫忙帶孩子，

因此，我開始對父母更尊敬、更有禮

他擅長幫孩子洗澡、讀書給他們聽、

貌，當我停止在衛斯里面前做出不良

陪他們玩和哄他們入睡等等。看著他

示範，他竟然也慢慢改變了！真是學

扶養孩子們，教導他們要成為一個好

到一個教訓！

人，身為一個家庭主婦，老公在傍晚

你是否曾經發現自己的態度會影響

回家時幫我這些小忙，讓我可以稍微

孩子們的價值觀？你應該怎麼做才能

休息一下，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我常常想到單親家庭，他們要怎麼照
料一切？如果他們沒有一個大家庭在
身邊彼此互助，要怎麼休息呢？我可
以想見他們為孩子失去另一位家長而
痛苦，並因此而受到影響。如果你是
單親家長，上帝看見了你的必經之
路，祂一定會滿足你所有需求。祂承
諾了“在他的聖所作孤兒的父 。”
（詩篇68章5節）
單親家長們：你希望上帝為你們做
什麼呢？其它家長們：你該怎麼幫助

教師指引

“好團隊”。

我的煩躁在那真誠的小聲音中瞬間

分享一下，當小東西惹毛你時，你

聖經
故事

當我生第二胎時，衛斯里才三歲。

這時，有個小小的聲音開口了。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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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家長呢？

初級

教導孩子更懂得尊重他人呢？

第五週（隨意）
我們在戶外工作，寶寶待在學步
車中，孩子在挖土，我和太太為了小
花園正在砌磚。我發現麥可在偷看我
們，“爹地，你和媽咪是一個好團
隊！”他說道。
我們一起笑開來，給彼此親吻。

躲貓貓！

孩童玩這些玩具，直到節目正式開始

那是上帝為你而造。（孩子拾起玩

為止。孩童們所玩的玩具必須要跟節

具）

目的主題有關聯，基本上是要根據當

（孩子的名字）找到了！（抱住孩

月的聖經故事來準備。

子，肯定他）

從下列的建議之中，選出這個月
的活動，並確定適合不同年齡層的幼

D．綿羊籃
在一個籃子裡放滿綿羊娃娃或是綿

童。

羊圖片，幫助孩子們把娃娃一個個拿

A．書籃

出籃子來，數數一共有幾個。鼓勵孩

提供一個籃子，裡面放些簡單的圖
畫書，內容是關於綿羊、牧羊人、照
顧動物、寵物、孩子行善等等。

B．動物角落

子們學綿羊的叫聲。

E．謎題
從雜誌中剪下一些綿羊的圖片，把
這些圖片貼在泡綿板或是西卡紙上，

給孩子們一些動物娃娃（有些可以

把圖片剪成一半放在桌子或被子上，

發出聲音）和布偶玩具，讓孩子們抱

讓孩子們試著拼圖，年紀稍長的孩子

抱。

們一定會喜歡這個遊戲。

C．躲貓貓

F．搖搖椅

在籃子裡放一些手巾和玩具（小

讓父母抱著玩累的孩子，或是太害

球、動物玩偶、綿羊娃娃、手鈴鼓或

羞不敢參加活動的孩子們，坐在一張

積木等），父母把玩具藏在手巾下

大搖椅上，輕輕安撫孩子們。

面，讓孩子們和上帝創造的東西玩躲
貓貓，父母可以搭配繞口令：

“是啊，麥可，媽咪和我是一個好團
隊！”
“……和睦同居是何等地善，何等
地美！”（詩篇133章1節）

13

社區‧

第一課‧ 小牧童，大衛

初級

聖經
故事
教師指引

活動開始
A‧歡迎
你需要：
□木棒或
節奏棒

B‧禱告

D‧奉獻

說：早安，孩子們！今天真高興看

說：當我們禱告，就是在和耶穌說

到你們！安息日是特別的一天，我們

話。我想請上帝幫助我們，今天要對

可以在教會裡看到很多的朋友，讓我

學校裡的每個人很好。預備禱告的時

們用特別的方式來給彼此打招呼道早

間，可以唱“禱告歌”（《小小聲音

安。用微笑、擁抱、親吻或握手來和

讚美祂》第18首）。

你需要：
□裝飾有孩子
做善事圖片
的收捐盒

E‧慶生
說：做善事的
其中一個方法，就
是把我們的錢捐獻

的壽星椅上，點燃蠟燭，唱“生日 □火柴

出來，這些錢會

銅元”（《小小聲音讚美祂》第37 □小禮物

幫助更多孩子學習如何善待他人。當

（隨意）

首）。

每個孩子打招呼，一起唱“早安歌”

聽啊，小小孩子們，靜靜聽。

你唱“聽見奉獻”（《小小聲音讚美

（壽星姓名）生日了，我們好開

（《小小聲音讚美祂》第1首）。

你能跪下，雙手合十，

祂》第31首）時，孩子們可以把捐

心。

閉上雙眼，和我一起禱告嗎？

獻放進裝飾好的收捐盒中。

我們可以看見他幾歲了，

早安，早安，

─貝諾瑪（Norma June Bell）

當我們互道早安。
我們很快樂，
很快樂能在今天看到你！
─沙珍妮 （Janet Sage）

唱回應詩歌“謝謝祢垂聽我們的

聽見銅錢滾落！

數著銅元會告訴我們，（數一數）

仔細聽它的墜落，

是的，銅元說他已經（數字）歲了

禱告”（《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0

為耶穌的每份奉獻，

呢！

首）。

祂都將緊握。

─伍強尼（Johnie B. Wood）

說：學校是個迎接安息日早晨的

謝謝祢，上帝。

特別地方，當我們唱歌的時候，敲響

謝謝祢，上帝。

聽著銅錢滾落！

快樂”（《小小聲音讚美祂》第38

你手上的棒子，像秒針滴答節拍。把

謝謝祢垂聽我們的禱告，阿們。

為耶穌的每份奉獻，

首）

─沙珍妮（Janet Sage）

節奏棒發給孩子們，大家一起唱“滴
答歌”（《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
首）。

C‧歡迎來賓
歡迎每一位孩子和家長，唱一首改

時鐘這麼說：
滴答、滴答。（重复三次）
就在早上九點半，
安息日學上課啦！
─李帕克（Clara Lee Parker）

編自“我很高興來到學校”（《小小
聲音讚美祂》第5首）的詩歌。

你需要：

說：上帝讓我們擁有生日，有人 □蛋糕模型
生日嗎？誰生日？引導壽星坐到特別 □蠟燭

墜落、墜落、墜落、墜落，

祂都將緊握。

趁燭火還亮著時，再唱一首“生日

今天剛滿（數字）週歲

─柯威廉（William J. Kirkpatrick）

今天剛滿（數字）週歲

說：謝謝孩子們的奉獻，現在我們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請耶穌來祝福這些金錢。
做一個簡單的奉獻禱告如下：親愛

我很高興你來學校了，（重复三

的耶穌，這些奉獻全歸祢，我們希望

次）

有更多人認識祢的愛，阿們。

（壽星姓名）今天滿（數字）歲。
─羅哈洛（C. Harold Lowden）

鼓勵壽星吹熄蠟燭，說：耶穌真
的很愛你，我們要感謝祂創造了你。

在這明媚的安息日早晨。

為生日的孩子和家長做一個簡短的禱

─改編自史艾迪（Edith Smith Casebeer）

告，如果可能的話，可以送壽星一份
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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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

聖經
故事
教師指引

體驗故事
A‧存心節
你需要：
□絨布或厚
紙板做的
“聖經”

說：現在到了讀聖經的時候。給每

我會讓家人們擁有一個喜樂家庭，

位小朋友一本絨布或厚紙板做成的小

只要遵循上帝的路；

聖經書，唱“聖經是上帝向我說話”

如果我是善良又可愛的，

（《小小聲音讚美祂》第52首）。

我們就能一起度過快樂時光。

聖經是上帝要對我說的話，
聖經說著上帝很愛我。
─索艾尼（Enid G. Thorson）

說：聖經也教導有關上帝賜予我們
家庭，我們要服從父母、要敬愛每一

──湯艾倫（Eleen R. Thompson）

你需要：
□牧羊人的
曲柄杖或
牧杖
□玩具綿羊
或綿羊圖
片

跑去。你可以扮成那

我找到我的綿羊了

小綿羊，扮成那在青

好棒！好棒！好棒！

草上可愛的綿羊。當

我找到我的綿羊了
──沙珍妮（Janet Sage）

你聽到我的呼喚時，
快快向我奔來吧。
請在房裡四處走

說：大衛將他爸爸的綿羊們照顧

動，手拿牧羊人的曲

得很好，這是他們家的工作。大衛很

說：因為大衛是家 你需要：
庭的一份子，他會幫 □柔軟的綿

柄杖或牧杖並呼喚孩子，讓他們朝你

聽爸爸的話。我們再唱一次存心節之

跑去。重复這個動作數次。唱“母親

歌。

羊玩偶或
一束未經
紡織的羊
毛

的呼喚”（《小小聲音讚美祂》第

C‧小綿羊

助家人。他是一個小

位家庭成員。我們的存心節是：“你

牧童，他的工作就是

們作兒女的，要凡事順從父母。”

好好照顧他爸爸的綿

（歌羅西書3：20）讓我們一起唱存

羊。在綿羊欄裡，有

心節詩歌。一起唱改編詩歌“讚美

274首）。

唱“讚美祂，讚美祂”（《小小聲
音讚美祂》第221首）。

當那牧童說：“來這裡”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是誰在那奔跑？是誰在那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一隻大綿羊和一隻小綿羊。小綿羊就

奔跑？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祂，讚美祂”（《小小聲音讚美祂》

叫作小小羊，上帝把小小羊造成柔軟

當那牧童說：“來這裡”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第221首）。

又毛毛的。我相信，大衛也很喜歡這

小小的綿羊朝他跑去。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些小小羊，你可以上前來摸摸這些軟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綿綿的小小羊。唱“毛絨絨，毛絨絨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的小羊”（《小小聲音讚美祂》第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改編自曼赫伯（Hubert P. Main）

B‧大衛的家庭
說：聖經裡有一則故事，說著有關
一個小男孩名叫大衛。他有爸爸、媽
媽，還有七個兄弟，他是家庭裡的一
份子。你用手指跟我一起數到七嗎？
慢慢的數到七，用手指來數。
大衛愛家人，也很聽父母的話，對
家人來說，大衛既可愛又能幫忙。讓
我們一起拍手，唱一首有關大衛擁有
一個喜樂家庭的歌。唱“上帝的路”

16

（《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59首）。

──改編自 曼赫伯（Hubert P. Main）

──改編自 梅兒凱（Kathryn B. Myers）

E‧餵小羊
把一些玩具綿羊藏在房間裡明顯

說：大衛总是小心地看顧綿羊。上

的地方。說：有時候綿羊不聽大衛的

帝幫助他保護綿羊，不受到像熊和獅

毛絨絨，毛絨絨的小羊。

話，牠們會自己跑開，這時大衛就得

子這種野生動物的傷害。

毛絨絨，毛絨絨的小羊。

把牠們找出來。

171首）。

你能模仿熊或獅子的聲音嗎？

耶穌造你又軟又毛絨絨。

有些小綿羊躲在我們的房裡。你可

毛絨絨，毛絨絨的小羊。

以成為像大衛一樣仁慈的小幫手，看

噢，你的聲音真嚇人！我想綿羊們

毛絨絨，毛絨絨的小羊。

看你能找出多少隻小綿羊。把找到的

一定都很害怕熊和獅子。大衛得保護

耶穌造你又軟又毛絨絨。

綿羊放到草地上。

他的綿羊，並確定每隻綿羊都有東西

──沙珍妮（Janet Sage）

D‧尋找綿羊
說：大衛愛著他的家人與綿羊，而
綿羊們一定也是愛著大衛的。每次大
衛呼喚牠們，綿羊們总會高興地向他

當孩子們開始找綿羊時，唱“好
棒，找到我的綿羊了”（《小小聲音
讚美祂》第92首）。

你需要：
□一小捆人
造草或稻
草

鼓勵孩子模仿動物吼叫聲。

吃。
綿羊們吃什麼？讓孩子回答。對，
綿羊們吃草。大衛讓綿羊們吃地上的

好棒，找到我的綿羊了

牧草，你可以在我們唱歌時幫忙餵餵

好棒，找到我的綿羊了

綿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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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每個孩子一小捆人造草或稻草來
餵房裡裝飾的玩具綿羊。
唱“牧童”（《小小聲音讚美祂》
第123首）。

給每個孩子一個紙做成的豎琴（見

將玩具散置在地板上，唱“我服

我想要幫忙我的家人，

小聲音讚美祂》第201首），歌詞改

從”（《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67

我想要幫忙我的家人，

編如下。

首）。
當媽媽*說：“撿起你的玩具，

所以綿羊們能安心吃草。

我會像大衛一樣。

撿起你的玩具，撿起你的玩具”；

他保護著綿羊，

我將為了祂彈奏豎琴；

當媽媽說：“撿起你的玩具”

並滿足綿羊的需求。

這樣我就能和大衛一樣。

我服從。

說：綿羊們口渴了，大衛也會帶牠
們去喝乾淨的水。你喜歡喝清涼的水
嗎？綿羊們也喜歡喝清涼的水。現在
假裝你是綿羊，你可以跟著我到我們
的小河邊，並假裝你在喝水。
在帶領孩子到佈置好的“河邊”
時，反复唱這首歌。
說：大衛聽爸爸的話，好好的照顧
與保護家裡的綿羊們。我們再來唱一
次存心節之歌。
唱“讚美祂，讚美祂”（《小小聲
音讚美祂》第221首）。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說：當我們服從我們的媽媽和爸

──改編自 曼赫伯（Hubert P. Main）

F‧豎琴音樂
說：大衛喜歡彈奏他的豎琴並歌
唱，他會彈著豎琴並歌頌上帝。豎琴

18

J‧我們照顧動物
說：大衛對他的綿羊們很仁慈，他
总會確保綿羊有足夠的水和食物可以
仁慈的話，耶穌會很高興的。現在我

說：耶穌也賜給你家庭。你擁有非

爸時，大家都會很高興。讓我們再唱

常愛你的爸媽，也許你還有同樣愛你

一次存心節。唱“讚美祂，讚美祂”

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的家人就在這裡

給每個孩子一個小貓、小狗或小

（《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21首）。

鳥的填充玩具或手套娃娃。唱“我會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人一個大大的擁抱嗎？

仁慈”（《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84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首）。

唱“耶穌賜我媽咪”（《小小聲
音讚美祂》第251首），歌詞改編如
下。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我每天都會仁慈的對待小貓咪*，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這會讓耶穌高興，這會讓耶穌

──改編自曼赫伯（Hubert P. Main）

耶穌賜我一個家庭。

高興；
我每天都會仁慈的對待小貓咪，

他們說：“我愛你”

I‧我們能幫忙

耶穌賜我一個家庭。
他們說：“我愛你”
──改編自 施希林（Hicklin Stewart）

你需要：
□玩具清
掃用具

說：因為我們是家
裡的一份子，我們要一

H‧我們能服從

忙。你有幫忙你的媽媽和爸爸嗎？讓

說：因為你是家裡的一份子，你
在家中有些特別的任務，其中一個就

你需要：

因為這會讓耶穌高興。
──喬佛洛（Florence P. Jorgensen）
*可替換成小狗或小鳥。

起工作。你另一個特別
的任務就是在家裡要幫

是服從。因為我們非

你需要：
□填充玩
具或手
套娃娃

們來唱對動物仁慈的歌吧。

的話，在我們唱歌時，可以給你的家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塞瑪格（Margaret M. Self）
*可替換為爸爸

──全球总會安息日學部/史艾迪GC Sabbath
School Department/ Edith Smith Casebeer

吃。如果我們關心動物，並且對動物

G‧我們的家庭

教師指引

我愛我的家人。

我將為了祂彈奏豎琴；

──改編自梅兒凱（Kathryn B. Myers）

聖經
故事

我想要幫忙我的家人，

第69頁）。唱“我會快樂”（《小

牧童看照著綿羊們，

──改編自巴約拿（Johannes Brahms）

你需要：
□紙豎琴

具，並把它們放到籃子裡。

初級

孩子回答。
我很高興你有幫忙！現在假裝你在
家裡幫忙，來前面幫我清掃。

可以彈出美麗平和的樂曲。綿羊們一

常愛我們的媽媽和爸 □玩具籃
爸，我們就要服從他

掃帚、耙子、抹布、小吸塵器。在孩

定很喜歡大衛彈奏讚揚上帝的歌曲。

們。當我叫你撿起地上的玩具，你服

子清掃時唱“我的家庭”（《小小聲

現在我們假裝正在彈奏豎琴，並像大

從了嗎？我很高興你有服從！在我們

音讚美祂》第252首）第三節。

衛一樣歌唱。

唱歌的時候，你可以幫忙撿起這些玩

給每個孩子一個玩具清掃工具，像

K‧上帝的孩子
說：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嗎？
孩子對上帝是非常重要的。大衛對上
帝是很重要的，你對上帝也是很重要
的。作為上帝的孩子，你要熱心助

你需要：
□男孩和
女孩布
偶

人、要服從、要友善、要開心、要仁
慈。你可以在我們一起唱歌的時候把
你帶來的小男孩和小女孩的圖案拿到
前面來。
唱“上帝的孩子熱心助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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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聲音讚美祂》第287首）。
小朋友們熱心助人，
小朋友們關懷他人；
小朋友們友善待人；
他們仁慈且快樂。

對家人仁慈，且要照顧動物。讓我們
再唱一次存心節之歌。
唱“讚美祂，讚美祂”（《小小聲
音讚美祂》第221首）。

教師指引

讓孩子們圍坐在一個小桌子旁。每週復習故事時，父母或其它大人應協助
孩子做出下列其中一項作品。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第一週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捲筒紙羊

說：就像大衛一樣，我們能服從我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改編自 曼赫伯（Hubert P. Main）

訂書機固定即可。

事先將第62頁的綿 你需要：
羊圖案複印給每個小 □衛生紙筒
朋友。請家長將綿羊
正面與背面的圖案剪
下，並協助小朋友將
綿花球以環繞狀黏貼
到衛生紙筒上。最後
再將正反面綿羊圖案
黏貼到衛生紙筒的一

或類似大
小的紙筒
□綿羊圖
案（見第
62頁）
□膠水
□剪刀
□綿花球

端上。

第三週
仁慈手冊
請家長協助小朋友在手冊封面描
出他們雙手的輪廓，手印上方寫小
朋友的姓名，下方寫上“有雙仁慈
的手”。 手冊內頁則貼上孩童行善
的圖片或用來行善的物品。

第四週
牧羊人場景
將第64頁的牧羊人場景圖案複印

第二週

到厚紙板上，孩子可以幫草、樹以

綿羊面具

及牧羊童上色。請家長協助孩子將
綿花球黏貼到綿羊圖案上。將彩色

將63頁的綿羊面具
圖案印在薄紙板上，
或是在免洗紙盤上面
畫出綿羊的臉。請家
長把薄紙板綿羊圖案
以外的部分剪掉，使
用免洗紙盤的話則請

你需要：
□綿羊面
具（見第
63頁）
□薄紙板或
免洗紙盤
□訂書機
□橡皮圈
□剪刀
□馬克筆

絨毛鐵絲剪成適當長度，把鐵絲彎
成牧羊童牧杖的形狀，並貼在圖中
適當的位置。

第五週（或隨意活動）
大衛的豎琴

你需要：
□色紙
□蠟筆
□孩童行善
的圖片或
用來行善
的物品
□口紅膠
□剪刀
你需要：
□牧羊人場
景（見第
64頁）
□厚紙板
□蠟筆
□綿花球
□膠水
□彩色絨毛
鐵絲
□剪刀
你需要：

事先將第65頁的豎琴圖案複印在 □豎琴圖

度，確保面具可以正確的戴在臉上。

案（見第
65頁）
□紙板
先剪好的毛線黏貼到圖案上的虛線
□蠟筆
位置，當作豎琴的琴弦。
□毛線
□剪刀
點心專區（隨意）
將小朋友們聚集在有佈置綿羊與 □口紅膠

面具兩側綁上橡皮圈，打雙結後再用

牧草的場景上野餐，給每個孩子一

將綿羊的眼睛剪洞。
剪出一對耳朵形狀的
圖案，並用訂書機釘
在紙板或紙盤的上方。

大略測量一下总共所需的橡皮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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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
故事

動手做做看（隨意）

──羅朵絲/改編自艾瑪格 Dorothy Robison/
Arr. By Margaret Edge

們的父母，要熱心助人、有愛心，並

初級

紙板上並發給每個孩子。孩子可以
為豎琴上色。請家長協助孩子將預

21

社區‧

第一課‧ 小牧童，大衛

塊餅乾或一些水果。
你需要：
提醒孩子們大衛在照
□餐巾紙
□餅乾或水 顧綿羊們的時候都是
果
很快樂的吃飯的。

聖經活動（隨意）
如果還有時間，家長可以從多樣活

初級

聖經
故事
教師指引

筆記

動中選用一些，來強化本月的聖經故
事。那些在預備時間所提供的活動，
可以再拿出來使用。除此之外，你也
可以在一張桌上提供一些點心。

結尾：
說：大衛是一個家庭的一部分。他服從父親並照顧父親的綿羊。他對
綿羊仁慈與關愛。讓我們再唱一次存心節之歌。
唱“讚美祂，讚美祂”（《小小聲音讚美祂》第221首）。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孩子們呀，要聽爸媽的話呀，
每件事、每件事都要聽話。
──改編自 曼赫伯（Hubert P. Main）

說：在離開前我們來感謝耶穌給我們一個家。
說一小段禱詞，例如：親愛的耶穌，感謝祢給我們一個家。請幫助我
們能服從、能關愛家人。阿們。
說：現在是說再見的時候了，我們一起唱再見歌吧。
小朋友準備下課前，一起唱“對你說再見”（《小小聲音讚美祂》第
45首）。
對你說再見，
對你說再見，
對每個小朋友說再見；
不要忘記，
耶穌很快就會為你我降臨。
──凡斯（S. 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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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牧童，大衛
經文 你看小牧童大衛。（指著大衛。）看大衛的羊群。（指著羊兒。）
撒母耳記上
16：7、11、

看新生的小羔羊。（指著大衛手臂裡的羊。）大衛愛他的羊兒。他
拍拍他的小羔羊。（輕輕的撫摸你孩子的臂。）

12；17：
34、35；《先

羊兒來呀！大衛叫著羊兒。看小羊
649-655頁 朝著大衛走過來。（叫你的孩子過來
存心節 抱他或她。）羊兒跑到大衛身旁。大
“你們作兒女 衛對羊兒顯示
的，要凡事順 愛。
從父母。”歌
大 衛 對 他
羅西書3：20
的羊兒顯示
信息 愛。（指著大
我是家庭的一
衛。）他領牠
份子。
們到一座水
池邊。（指著
水。）羊兒喝
著水。（合上
手；閉上眼。）謝謝祢，天父，你愛
大衛，祢教導他表現對小羊的愛。幫
助我今天對別人表達關愛人。阿們。
小小大衛表現出對羊兒的愛。他為
牠們找到好草。（指著草。）羊兒吃
著好的草。（假裝羊兒在吃草。）真
好吃（好吃的聲音）！羊兒喜歡吃這
好草。小大衛彈著他的豎琴。（指著
豎琴。）羊兒喜愛聽他的音樂。
小心，大衛！有一隻獅子要吃你的
羊群。咕嚕咕嚕（肚子餓的聲音）！
祖與先知》第

獅子肚子餓了。（摸摸你的肚子。）
噓，獅子！大衛追趕著獅子。（裝出
追趕獅子的樣子。）大衛表現出對羊
兒的愛。（鼓勵你
的孩子追趕你；擁
抱他或她。）
小心啊，大
衛！有一隻熊在羊
兒的後面。咕嚕咕
嚕（肚子餓的聲
音）！熊的肚子餓
了。（摸摸你的肚
子。）噓，熊！
大衛追趕著熊。（裝出追趕熊的樣
子。）大衛表現出對羊兒的愛。保護
牠們平安。
來啊，羊兒！回家的時間到了！
大衛叫著。羊兒跟隨著大衛。（指著
羊群。）牠們愛大衛。他幫牠們找到
青草。對他的羊兒表現出愛。我們也
可以表現愛。當我們在照顧我們的寵
物時，我們可以對牠們表現愛。當我
們對別人表關懷時，就是對他們表現
愛。

1‧在房子裡隱藏
一隻玩具綿羊，幫助
你的小朋友找到它。
解釋大衛的羊，有時
候也會不聽話跑掉，
大衛必須去尋找牠。
2‧數算家中有多少
羊毛的製品。
3‧如果可能的話，
拿一些羊毛的編製品

親子
時間
研讀這些每日要做的建議活
動。選擇那些適合小朋友發

初級

聖經
故事
教師指引

撿起來，或尋找某些
東西，或者把某些東
西拿到桌子上。感謝
他們的幫助。
9‧讓你的孩子看
一座豎琴的照片。 如
果可以的話，聽一些豎
琴音樂。談論大衛的羊

展時期的活動，並常常讓他 兒聽了這音樂，是如何
們反复練習。
的得到撫慰與平靜。

或是羊毛讓你的孩子

10‧如果你有飼養

觸摸。解釋羊毛來自綿羊，並且它可以

寵物，要求你的孩子幫忙餵牠們。或者

用來做很多東西。每天研究這些要做的

問一位朋友是否你的孩子能幫助他們照

提案，選擇那些適合小朋友發展階段的

顧他們的寵物。

課程，並常常給他們做反复的練習。
4‧幫助你的小孩去想像他或她是一
位牧羊人。告訴他們一些照顧羊兒的方
法。
5‧讓你的孩子躲起來，並且發出像

11‧談論如何友善的對待動物（不
要拉小貓的尾巴，不要對動物丟石頭
等。）
12‧去散步並且數數看你看到多少
動物。

綿羊一樣的叫聲，直到你找到他們為

13‧參觀你能餵鴨子的一個地方，

止。說︰“大衛經常必須尋找他的綿

或者在家餵鳥。談論有關對動物友善的

羊。”

事，像大衛一樣。

6‧訪問一座寵物牧場，或者去散

14‧用你孩子的手指數算大衛家的

步、或者乘車到鄉下看一些綿羊和小羊

七個兄弟，然後看一張家庭合照，數算

羔。

在你的家庭中有多少人。

7‧與你的孩子發出不同兇猛動物的

15‧找出你的家庭成員照片給孩子

聲音（熊、獅子等）。談論大衛怎樣保

看。談論你的孩子，他也是這家庭成員

護他的羊群免遭野獸的攻擊。

中的一份子。

8‧要求你的孩子幫助你把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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