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撒母耳的服侍

撒母耳的服侍
服 侍

服侍意味着帮助他人

参考资料
撒上7；《先祖与先知》第589-591页

存心节
“撒母耳平生作以色列的士师。”（撒上7:15）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知道：上帝希望孩子们能一生侍奉祂。
感受：渴望长大后也能成为上帝的仆人。
回应：学习更多上帝仆人的故事。

主题信息
我要一生侍奉耶稣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以色列人转离上帝，敬拜邻国

让以色列能记住这天，并传于他们

的偶像。撒母耳劝导他们向上帝转

的子孙后代。

回并且弃绝偶像。他们听从了。然

这是关于服侍的教导

后撒母耳邀请他们聚集在米斯巴敬

童子撒母耳在会幕里服侍以

拜上帝。当以色列聚集在米斯巴，

利。现在成人撒母耳服侍整个以利

非力士人决定攻击他们。以色列人

色民族。他做先知、领袖、导师、

十分惧怕，便求撒母耳为他们祷

士师，一生侍奉上帝。孩子们长大

告。撒母耳献祭祈求上帝的保护。

成人后也可以一生侍奉上帝。

上帝大发雷声，惊乱了非力士人，
他们就丢下武器逃跑了。撒母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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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巴立了一块石头作为纪念，好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服侍·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欢

持续时间

迎

预备活动

活

动

＜10分钟

A·时间表

长纸条，尺子，记号笔，
蜡笔

B·偶像

圣经时代及现代的偶像代
表

C·纪念碑

赞美•祈祷

＜10分钟

＜20分钟

课程应用

＜15分钟

信息分享

＜15分钟

石头

*“赞美•祈祷”，部分可
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体验故事

圣经课程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听他们
没有
分享开心或不如意的事。

圣经研究

圣经时代的偶像，麻布袋
或其他垃圾袋，纪念石，
锅、盘子、木勺
圣经

存心节

圣经，礼盒，儿童剪贴
画，剪刀，记号笔

嘉宾分享

没有

A·我们的纪念石

一个大的硬纸箱或几个小
的纸箱，美术用品

B·带回家的纪念石

石头，记号笔

“自从约书亚的日子以来，以

“撒母耳自青年起作以色列的士

色列国中处理政务，从没有人象撒

师。他是一个公义正直的士师，在

母耳表现那么大的睿智，或有那么

所有的事上都忠心。”（《属天的

大的成功。他蒙上帝授予士师，先

恩赐》第4卷，第65页）

知，和祭司的三重职分，他曾以不

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特别的工作？

息不倦，和不偏不陂的热诚，为百

你怎样使用上帝赐给你的特别恩

姓的福利辛劳，因此国家在他睿智

赐。

的治理之下就昌盛起来了。社会的

教室布置

秩序已经恢复，正常敬虔的风气大
有改进，民间怨天尤人的精神也暂
时被制止了。”（《先祖与先知》

见第一课。同时需要在本课活动
C中制作的石头纪念碑，或事先自己
做一个，在体验故事环节使用。

第603,6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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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教课
欢迎
在门口欢迎孩子们，问候他们这一周过得怎样，关心他们的快乐或烦
恼，听他们背诵上周的存心节，鼓励他们分享上一课的学习体会。让他
们参与你所挑选的预备活动。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你们的活动。

A·时间表
你需要：
□长条纸
□尺子
□记号笔
□蜡笔

事先准备一张约6尺长的纸。（你可以使用公告板的纸，一卷
白板纸，打印纸或笔记本纸张粘贴在一起）。
将纸挂在公告栏或墙上，像成长表一样。在纸上每45厘米做
一个标记，记录撒母耳生平。从底部开始，第一个标记标明撒母
耳的出生；接下来的标记标明撒母耳即将去会幕生活；再接下来
标明哈拿拿着外衣去找撒母耳；接着标明撒母耳稍大点和以利在
会幕侍奉；最后一个标记标明撒母耳代替以利成为士师。和孩子
们一起讲述撒母耳一生侍奉上帝的故事。允许孩子们在表上“衡
量”自己。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撒母耳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侍
奉上帝。当他是个小孩时，他做什么事来侍奉上帝？当他长大后他
又做什么事？你怎样可以像撒母耳一样？当你年轻时你可以做些什
么来侍奉上帝？你愿意一生服侍上帝吗？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要一生侍奉耶稣
我们一起读。

B·偶像
你需要：
□圣经时代和
现代的偶像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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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圣经时代偶像的代表，例如一个木头雕像或石头雕像，同
时，准备现代偶像的代表，例如玩具，金钱，电视照片等。将这些东
西放在桌上，说：你们看看桌上这些物品。你觉得哪些可以成为偶
像。

服侍·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拿起每样物品，问：谁觉得这个可以成为偶
像？（当你举起现代偶像没有人说“是”的时候，问：）为什么这个不能
成为偶像？什么是偶像？（我们爱它超过爱上帝）有人会爱金钱、电视或
衣服超过爱上帝吗？所以，今天的人们会崇拜、爱这些事物超过爱上帝，
就像圣经时代的人一样。我们会听到一个故事关于以色列人怎样开始敬拜
偶像，撒母耳又是怎样帮助他们禁止这一切。我们必须专心爱耶稣超过一
切，好让我们一生都来侍奉祂。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我要一生侍奉耶稣
我们一起读。

C. 纪念碑
如果可行的话，让孩子们到户外收集石头。不行的话，事先在房间
的角落里藏一些大小不一的石头。让孩子们找到尽可能多的石头，把它
们放在房间中间。帮助他们将石头堆积成祭坛或纪念碑，就像撒母耳所
立的那样。你可能在体验故事环节中会用到这个纪念碑。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你喜欢做纪念碑吗？谁可以告诉我你
知道哪些纪念碑？人们为什么要建造纪念碑？（为了纪念某人或发生的
某事）我们今天的故事讲到撒母耳曾经筑造了纪念碑，提醒上帝的子民
要一生服侍上帝。这让我想起今天的主题信息：

我要一生侍奉耶稣
我们一起读。

注：“赞美与祈祷”环节在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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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活动A和B
中的圣经
时代的偶
像
□麻布袋或
其他垃圾
袋
□石头纪念
碑
□锅、盘
子、木勺

邀请孩子们与你一起聚集在事

他们的消息。撒母耳不住祷告，上

先专门准备或活动C中建造的“纪

帝大发声音回应他的祷告，这声音

念碑”旁边。展示活动B中使用的

听起来像雷声一样。让我们制造一

“偶像”。在你讲这个故事的时

些声音，就像百姓那天听到的声音

候，有些情节可以指示孩子们一起

一样。（为孩子们提供一些制造噪

加入表演。

音的工具，像盆子，平底锅或者其

说故事
上帝的子民——以色列人——
做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他们不
再敬拜真神，也不再教导他们的儿
女关于真神的事情，以色列节期到
来的时候他们也不去会幕。以色列
人开始敬拜偶像！这是他们做的最
糟糕的事情。上帝很生气。你觉
得上帝生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鼓励孩子们做出各种生气的样
子）
一天，撒母耳对百姓说，“你
们要全心全意地转向上帝！离弃偶
像，单单侍奉上帝。”你们可以把
这些偶像拿出去扔掉吗？（让孩子
们把“偶像”扔到垃圾桶里面）
以色列人听从撒母耳的话。他
们做了你们刚才做的事情，将他们
家里的偶像扔掉，重新转而敬拜上
帝。
撒母耳对百姓说，“你们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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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却听到非利士人的军队要攻打

它的金属，以及木质的勺子）
非利士人吓坏了！他们丢掉了
剑、矛和弓箭，转头拼命地往回
跑。让我们做和非利士人一样的动
作。（让孩子们丢掉手里的制造噪
音的工具，捂住耳朵，转身跑向房
间的一个角落）
撒母耳取了一块大石头，在去
米斯巴的路上立碑。他希望要百姓
记住上帝如何拯救他们。那有点像
我们的这块碑。（指向碑）以色列
的家庭会经过这条路，他们的孩子
会问：“为什么这里有一块大石
头？”他们的父母将会告诉他们这
个美妙的故事。
撒母耳在他剩下的日子一直做
以色列的领袖。撒母耳的妈妈——
哈拿——在他刚生下来不久的时候
就把他奉献给主。撒母耳在他一生
的年日里侍奉上帝。

探讨

在米斯巴，我要在那里为你们向主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

祷告。”当他们聚集在那里的时

问：你最喜欢这个故事的哪个部

服侍·

分？你觉得当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大

存心节

石头纪念碑时会想起上帝怎样看顾

事先在礼盒里放一幅儿童形状

他们吗？今天有哪些我们所看到或

剪贴画。把经文复印在剪贴画上，

所拥有的东西会使我们想起上帝对

从头写到脚。

我们的看顾？上帝为我们做了大

打开撒上7:15，说：我们在上

事，就像祂为以色列人所做的。所

帝的话语中找到今天的存心节。大

以我们要侍奉祂。记得我们的信息

声读出这句经文：“撒母耳平生作

吗？让我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来：

以色列的士师。”然后，根据下列

我要一生侍奉耶稣

圣经研究
打 开 圣 经 撒 上 7 你需要：
章，指着经文说：今 □圣经

的描述教导这节经文：
说出存心节，同时慢慢地把
“孩子”从事先准备的盒子里拉出
来。重复经文，直到所有的孩子都
能和你一起说。

天的圣经故事就记载在这个地方。

说：撒母耳是上帝赐给他妈妈

大声读出经文，在需要时解释经

的礼物。他的妈妈把他归还给上

文。

帝。他从少到老，一生服侍上帝。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
问：上帝的百姓做错什么事了？
（敬拜偶像）撒母耳让百姓去哪
里？（米斯巴）谁要来攻击（伤

你需要：
□圣经
□礼盒
□剪刀
□记号笔
□儿童剪
贴画

上帝希望我们也能一生服侍祂。我
们现在可以怎样服侍祂呢？当你长
大后又可以怎样侍奉祂呢？

我要一生侍奉耶稣
我们一起读。

害）上帝的百姓？（非力士人）上
帝怎样拯救了祂的选民？（大发雷
声，吓跑了非力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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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嘉宾分享

问：你们喜欢客人来到我们中间

事先邀请几个不同年龄段的人

吗？他们用什么方式侍奉上帝？他

（青少年、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

们像撒母耳吗？今天你可以做什么

人）来分享他们是怎样在生活中服

来侍奉上帝？长大后又可以做什么

侍耶稣的。如果孩子们愿意，可以

来服侍祂呢？让我们记住：

让他们提问。

我要一生侍奉耶稣

探讨

我们一起读。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

赞美和祈祷
交

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谊
报告刚才在门口所听到孩子们跟你分享的快乐或烦恼（注意合适

性）。安排时间复习上周学习的存心节和教训。进行生日祝福，作业表
彰或活动通告。对来宾致以热烈的欢迎。

颂

赞		
《耶稣很开心》（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68首）
《耶稣帮我做选择》（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04首）
《上帝的孩子乐于助人》（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87首）
《我将自己献给耶稣》（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92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中的故事。

捐

献
说：服侍耶稣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每周带来奉献款。哪怕我们还很

小，也可以做到这点。

祈

祷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问：这周你所做的有哪些事是在服侍耶

稣？感谢耶稣，我们这有这么多的孩子都在服侍祂。
如果在第一课做了祷告本，帮助孩子们写下或画出新的祷告要求，
并为之祷告。让孩子们在这周把他们的祷告本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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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

信息分享
A. 我们的纪念碑
用一个大的

诉他们当你长大后要怎样服侍祂。
让我们再一次说出今天的主题

硬纸板箱或将几 你需要：
个 小 的 叠 在 一 □ 一个大的的
起，为安息日学 硬纸板箱或几

信息：

做 一 个 “ 纪 念 个小一点的
碑”。加上一个 □美术用品

B. 带回家的纪念石

标签，上面写
着：“这里的每个孩子侍奉永生上
帝”。读给孩子们听，问他们是否
要一生服侍上帝。

我要一生侍奉耶稣

使用活动C中的石头或是事先
收集一些手头。给每个孩子一块石
头，让他们着上颜色。

你需要：
□石头
□记号笔

探讨
说：将你的石头带回家。当你

探讨

向别人讲述撒母耳一生侍奉上帝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思考。
问：你喜欢做一个纪念碑吗？它像
不像撒母耳立的那个？当你看到它
时你会想起什么？今天你要邀请一

的故事时，就把这个石头展示给他
看。告诉他你现在是怎样服侍上帝
和耶稣的，以及当你长大的时候你
要怎样服侍祂。

些人到房间里来看看它。告诉他们
你现在是怎样侍奉上帝的，并且告

结

我要一生服侍耶稣

束
祷告：耶稣，请你帮我们所有人在这周服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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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参考资料
撒上7章；《先

撒母耳的服侍
你长大了要做什么？你愿意做撒母耳那样的领袖吗？

祖与先知》第

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开始

589-591页

拜他们邻邦非利士人的偶像了。在

存心节

这些偶像中，有一个叫巴力的，是

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消息胆战心

“撒母耳平生

非利士人的雷神和雨神。很多以色

惊。“请求主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

列人家里都有巴力的像。

的手！”他们祈求撒母耳。

作以色列的士
师。”
（撒上7:15）

主题信息
我要一生侍奉耶
稣

“非利士人来了！非利士人来
了！”一个青年人边跑边喊。

上帝差遣撒母耳向百姓说话。

撒母耳按百姓的要求，恳求上

“你们要知道，以色列的意思是

帝。主全能者的声音像雷一样从

‘被上帝管理’”他说，“当全身

天降下，回声响彻众山谷，摇动大

心转向上帝！弃

地，隆隆作响。

掉偶像。将自己

非利士人极

献给上帝，单单

其害怕，他们丢

侍奉祂。”

下剑和矛，拼命

以色列百姓

往回跑。非利士

听了撒母耳的

人本以为他们的

话，就打碎一切

神巴力是雷神。

偶像，开始敬拜

真神却用雷声向

上帝。

他们显示，祂比

“你们到米

偶像更有能力。

斯巴聚集，”撒

撒母耳在去

母耳对百姓说，

石碑为记。他要以色列百姓永远记

于是百姓们在米斯巴聚集。

得真神如何拯救他们。多年后，孩

“我们得罪了上帝！”他们承认

子们来到那里会问，“为什么这里

说，“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

有一块大石头？”孩子们的父母就

了。”

会向他们讲述那个美妙的故事。

非利士人听到了以色列人在米
斯巴聚集的消息。“让我们去攻击
他们！”他们说。于是非利士的首
领召集军队，向米斯巴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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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斯巴的路上立

“我会在那里为你们向主祷告。”

撒母耳平生的日子一直做以色
列的领袖，他每一天侍奉主。
你也想侍奉主吗？今天你将如
何侍奉祂？

学生本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这星期的每一天，与孩子一起研读课
文中的故事，同时复习存心节。

多长时间？帮助你的孩子数一数他们多少
岁了，并说明意味着有多少天。说：你已
经服侍上帝这么多天了！

将一幅儿童的剪贴画放在礼盒里。在
剪贴画上从头到脚写上存心节。当你的孩

星期三
表演出圣经故事。

子慢慢从盒子里拿出剪贴画的时

让你的孩子用锅和勺子

候，说出存心节。每天重复。

制造噪音来代表雷声。

星期日

问：非力士人的雷神帮

一起读撒上7:1-11，必要的时

助他们了吗？谁在风暴

候做出解释。问：以色列人做错事

中帮助我们？

了吗？撒母耳是怎样帮助他们的？
上帝用什么来吓跑非力士人？
看一些不同职业人的照片，一起谈论

星期四
帮助你的孩子制作一个“我侍奉耶

他们。说：不管你长大以后选择当什么，

稣”的门把手挂钩

你都可以在工作中侍奉上帝。

（见图片）。把它挂
在卧室的门上。

星期一
问：以色列人会怎样告诉他们的儿女
有关纪念石的事？
帮助你的孩子找两块石头。（或者使
用从安息日学校带回来的石头）把其中一

唱“服侍祂，服
侍祂，所有小孩子
们”（曲调与《赞
祂！赞祂！》相
同）。

块送给一个朋友，并告诉他们有关撒母耳
侍奉的故事。另外一块则留着提醒他们要
一生服侍耶稣。唱“耶稣要我成为光”。

星期五
家庭崇拜时，读《先祖与先知》第590

（《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02页）

页（第一段）和591页（最后一段）中关于

星期二

撒母耳侍奉的故事。

读撒上7:12-17节。问：撒母耳为他所
立的石头取了什么名字？撒母耳侍奉上帝

一起说出存心节。唱一些耶稣怎样关
爱我们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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