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课

一个明智的选择
恩

典

上帝认识并眷顾我们

参考资料
创世记41章；《先祖与先知》第195-199页
存心节
“这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创世记41:16）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晓得：上帝赐给每个人特别的工作来为祂做工。
感受：上帝会帮助我们做祂所赐予的工作。
回应：愿意为上帝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主题信息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法老做了一个梦，他知道
这梦很重要，但他不明白梦的寓
意，他的哲士们也无法解释梦的
意思。法老的酒政记起约瑟可以
解梦。于是法老就派人叫约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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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帝告诉约瑟梦的寓意，约瑟
将荣耀归于上帝。法老很高兴，他
释放了约瑟，并把埃及的一切事务
交由他管理。上帝祝福约瑟，因为
他愿意顺从上帝的旨意。

这是关于恩典的教导

恩

典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预备活动

＊ 赞美和祈祷

2

3
4

＜10分钟

＜10分钟

活

动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
倾听他们的快乐或
烦恼

--没有

A.上帝能
B.可能使命

--没有
--纸和剪刀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圣经课程

＜20分钟

--体验故事
--圣经学习
--存心节

--枕头、毛毯或大毛巾
--圣经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但上帝可以

--没有

信息分享

＜15分钟

--约瑟的项链

--链的图型（见146页）；
黄色、橙色或金色的纸；
剪刀；钉书机或胶带

我们不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
中的计划，但如果我们愿意被上帝
带领，祂会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约瑟从监牢里一出来就升
任埃及全地的宰相。这固然是一个
崇高的地位,但也有不少的困难和
危险。”（先与祖先知第198页）
“但是约瑟的品格无论在顺
境或逆境之下，都是一样经得起考
验的。无论是在法老的朝庭中，或
是在囚犯的监狱里，他是一贯地显
出了对上帝的忠诚，这时他依然是
在异乡作客，远离他敬拜上帝的本
族；但他确信神圣的手一直在引

领着他的脚步，他就时常依靠上
帝，忠心尽到自己的本分。约瑟
曾引领法老和埃及的伟人注意真上
帝；他们却尊敬这个敬拜耶和华
的人在生活和品格上所表现的信
仰。（先祖与先知第198页）
我们能像约瑟一样，相信上
帝，顺从祂的旨意做工吗？我们有
没有跟从上帝的引领，将自己完全
交托在祂手中？

教室布置
用第八课的“王室”。继续
用第十一课中的“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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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开始教课
欢迎
在门口欢迎孩子们，问问他们这一周过得怎样，有哪些开心或烦恼的
事。鼓励他们分享上周课程的学习体会。让他们参与你选择的预备活动。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你们的活动。

A.上帝能
教孩子们以下的手势动作，多做几次。
谁令太阳发光？
上帝，上帝
谁叫雨落下？
上帝，上帝
谁使草生长？
上帝，上帝
谁让风吹起？		
上帝，上帝

向前伸出双臂，在空中划一个大圈
举起双臂，摆动手指和双手
举起手臂再放下，同时摆动手指像下雨一样，
举起双臂，摆动手指和双手
手放在地；当做生长时摆动手指
举起双臂，摆动手指和双手
双手在空中前后摆动，像风吹一样
举起双臂，摆动手指和双手

可选方案：当孩子们做动作时，问他们问题，让他们回答“上
帝，上帝”。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时间）问：你能让太阳发
光，雨水降下，小草生长或微风吹起吗？不能，但上帝可以。有些
事情我们无法做到。有时我们会被要求去做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
这时上帝会帮助我们。我们的圣经故事中约瑟做了一些很困难的事
情。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
跟我一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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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服 務
B.可能的任务
在游戏进行前练习这个项目。将一张A4纸对
折。在折痕的边缘剪9个2厘米长的开口。翻过来， 你需要：
在另一边也剪8个同样长度的开口。然后沿着纸张里 □两张A4纸
□剪刀
面的折痕剪下，使纸成圆形，大到能够跨过。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时间）
问：谁认为我能跨过这张纸？你们认为我不可以？
你能吗？在纸张的中间剪一个大洞，试着让一个孩
子穿过（但是不可以穿过）。这张纸好像穿不过去
吗？没关系，我们再试试。用另一张纸（同样大
小），用前面的方法剪纸，可以穿过去（之前要练习过）。让孩子们
一个一个地穿过你的纸。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时间）问：当我说自己要穿
过那张纸时，看起来不可能做到，对不对？有时，别人要求我们去做
一些看起来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只是认为我们做不到。你们也认为那
张小纸是无法穿过的，但是你们还是都做到了！
当事情看起来很困难时，上帝能帮助我们。我们的圣经故事中，
约瑟做了一些上帝要求他做的，非常困难的事情。上帝与他同在，并
帮助了他。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
跟我一起说。

＊

附注：赞美和祈祷出现在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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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儿童演员
□彩色的外
衣，长袍
或衬衫
□棕色衣服
□香料或香
水
□20个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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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每个孩子一个枕头和一条
毛毯（或毛巾）。说：每一次我
说到“梦”这个字时，将你的双
手合在一起，放在头的一边，就
像你在睡觉一样。大家一起坐在
“监狱”里听故事，就像和约瑟
在一起。

讲故事
一天晚上，约瑟正睡得香甜
（让我们全部躺下假装睡觉）。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
声，法老的仆人（法老就是国
王）来到约瑟的床边。他们说：
“约瑟！快起床，法老现在要见
你！他在夜里做了几个梦，但没
有人能告他梦的寓意。法老的酒
政说你可以解梦。”
你认为约瑟会怎么做？（让
大家回答）约瑟从床上跳起来，
跟随法老的仆人到法老居住的王
宫里。（让孩子们离开“监狱”
回到他们的坐位上。）
但约瑟在见法老之前，必须
要做一些事情。因为在监狱里他
不是每天都洗澡，身上散发出臭
味，并且很久没有刮胡子，衣服
很脏。
让我们一起做约瑟洗漱的动
作。洗头发，洗脸，换上干净的
衣服。法老的仆人帮助约瑟清洗
干净后，就带他去见法老。（转
移到“王宫”的场景）
法老说：“他们说你可以解
读我的梦，这是真的吗？”约瑟
摇头。“不！”他说，“我做不

到，但上帝可以，上帝知道你这
些梦的寓意。”
法老告诉约瑟他的梦。在
第一个梦里，法老站在河边，看
到有七头又大又健壮的母牛从河
里上来。（让我们用左手做这七
头健壮的母牛上岸的动作）接着
又有七头丑陋、瘦弱的母牛从河
里上来。（让我们用右手做这七
头瘦弱的母牛上岸的动作）你能
猜到接着发生了什么吗？瘦弱的
母牛吞掉了健壮的母牛！（用你
的右手──瘦弱的母牛“吞掉”
你的左手──健壮的母牛，让孩
子们跟着你做。）但是，你知道
吗？瘦弱的母牛仍然是干瘦、病
怏怏的样子。
法老又讲了另一个梦。在这
个梦里，有一棵麦子长了七个成
熟饱满的麦穗。（把你左手的手
指代表成熟饱满的麦穗）；另有
一颗麦子长了7个又小又干瘪的麦
穗。（用右手表示）你能猜到接
着发生了什么吗？干瘪的麦穗吞
下了饱满的麦穗！
法老对约瑟说：“我问哲
士们梦的寓意，但他们不能帮我
解答！他们不知道梦的寓意，你
知道吗？”约瑟告诉法老：“上
帝已经借着梦将祂要做的事情指
示给您。您的两个梦的寓意是一
样的。七头健壮的母牛代表埃及
遍地会有七个丰收年，在这期间
埃及雨水充足、谷物丰收。而那
七头干瘦的母牛代表在随后的七
个荒年，那时雨水稀少，田里的
农作物歉收。人们遭遇饥荒，食

第十二课
服 務
不果腹，因此不记得之前的丰收
了。上帝告诉您这件事，使您能
够有所准备。”
约瑟告诉法老当拣选一个人
管理埃及，在七个大丰年中储存
食物，使人民能在七个大荒年中
有食物吃。
法老认为这个主意非常好，
于是命令约瑟做这个工作！法老
派约瑟管理埃及全地，送给约瑟
一个特别的戒指和一件美丽衣
服，又将象征管理者的金项链戴
在约瑟的颈项上。所以约瑟走遍
埃及全地帮助人民储存食物。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
一些思考的时间）问：当约瑟
被召去见法老王时，你认为约瑟
的感受如何？法老知道他梦的寓
意吗？法老的哲士知道梦的寓意
吗？谁告诉约瑟法老所做梦的寓
意？它们的寓意是什么？法老给
约瑟安排了什么工作？这是一个
明智的选择吗？你认为约瑟的感
受如何？对约瑟来讲，这份工作
重大吗？谁会帮助他？上帝会帮
助他。当你遇到看起来很困难的
重大事情时，上帝也帮助你。祂
帮助你、爱你，常与你同在。记
住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做任何
事情

经的这个地方。大声读出所选的
章节，必要时解释一下内容。

探讨

你需要：
□圣经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
一些思考的时间）问：你认为
酒政已经忘记约瑟在监狱的一切
事吗？谁没有忘记约瑟？（上帝
也从没有忘记你）谁帮助约瑟告
诉法老梦的寓意？谁帮助约瑟做
他的新工作呢？（上帝）当你遇
到一些看起来很困难的重大事情
时，上帝也会帮助你。记住今天
的主题信息：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做任何
事情

你需要：
□圣经

跟我一起说。

存心节
打开创世记41:16，说：这是
我们在上帝的话语——圣经中找
到的存心节。大声出章节：“这
不在乎我，上帝必将平安的话回
答法老。”然后教孩子们用以下
的动作来记忆存心节。
这不在乎
我，
上帝必将平安
的话回答法老
创世记41:16

摇动手指代表
“不”
指向自己
向上指，然后
点头代表“是”
合上手掌，然后
打开

跟我一起说。

圣经学习
打开圣经创世记41章。指着
经文说，今天的故事就记载在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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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课程应用
但上帝可以

探讨

让孩子们分散站开，说：让
我们看看我们可以做什么！如果
可以的话，做出我所说的事情。
如果不能，大家一起说“不，但
上帝可以！”。
当你说话时，要和孩子们一
起做动作：
你能单脚跳三次吗？微笑
和傻笑呢？你能使太阳发光吗？
不，但上帝可以！
你能摸到你的脚趾吗？说
“谢谢”呢？使雨降下？不，但
上帝可以！
你能转圈吗？拍手呢？你
能使草生长吗？不，但是上帝可
以！
你能摸你的耳朵吗？身体弯
向一侧呢？让风吹起？不，但是
上帝可以！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
一些思考的时间）问：你很想
做哪些事情？为什么？你能做很
多的事情，但有一些事情是你做
不到的。你有哪些事情需要别人
帮助？（系鞋带，骑单车，爬书
架，收拾床铺等）；有时爸爸和
妈妈也不能做一些事情，但上帝
可以！有什么事只有上帝能做的
呢？有时上帝会要求你做一些看
起来困难的事情，比如听话、微
笑，与朋友分享你的玩具，或在
玩游戏时，让你的朋友先玩。你
能想其他一些让你为难的事情
吗？上帝会一直与你同在，帮助
你做困难的事情。请记住：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做任何
事情
跟我一起说。

信息分享
约瑟的项链
你需要：
□项链的图型
（见146页）
□黄色的纸
－橙色的纸
－金色的纸
□剪刀
□钉书机或
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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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复印项链的图型（见
146页）在黄色、橙色或金色的
纸上，发给每个孩子一张。沿着
虚线剪下项链的图型，做成18个
纸条（其中两个纸条是空白的，
用来分开存心节）。说：你们要
做一条纸项链。我会帮助你们将
纸条按顺序放好，然后从写有存
心节的第一个字的纸条开始，用

订书机或者胶带顺次连接纸条的
顶端，做成环状（有字的边在
外）。将空白的纸条放在存心节
之后，钉住或贴住存心节的第一
个字和最后一个字连成一条完整
的项链。

探讨
说：你所制作的项链可以提
醒你记得法老送给约瑟的代表管
理埃及全地的金项链。带它回家

第十二课
服 務
与你的朋友分享，并告诉他们约
瑟在做重大工作时，上帝怎样帮
助他。如果你向祂祈求，上帝也
会帮助你。让我们一起说出主题
信息：

结

上帝可以帮助我们做任何
事情
跟我一起说。

束

让一个孩子祷告。祝福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星期，
提醒他们和家人分享今天的故事。

赞美和祈祷
交

＊

谊

分享在门口听到的孩子们开心或烦恼的事（视情况而定）
以及上周课程的学习体会，复习存心节。祝福孩子们的生日，
特殊的事情或取得的成就。问候和欢迎来参观安息日学的来
宾。

颂

赞
《祂能够》（小小声音赞美祂第93首）
《耶稣永不变》（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08首）
《我的上帝很伟大》（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12首）
《奇妙之歌》（小小声音赞美祂第74首）
《耶稣爱我》（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02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

捐

献

说：上帝能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是与
其他人分享我们的奉献。

祈

祷

一个孩子和一个成人分成一组。给每组一张图画或一件物
品（动物、家庭、食物、床、阳光等）。让他们为图画中的事
物感谢上帝。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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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学生本

一个明智的选择
参考资料
创世记41
章，《先祖与
先知》第195199页

存心节
“这不
在乎我，上帝
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创世记
41:16）

主题信息
上帝可以
帮助我们做任
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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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人要求你去做很困难的事情吗？约瑟被召去告诉法老梦的
寓意，但他靠自己并不能做到。
清早的阳光照进了王宫的
窗户，法老睁开眼睛，他的头很
痛。昨晚法老没有睡好，他做了
两个非常奇怪的梦。“带哲士来
见我！”他命令仆人。
哲士仔细地听法老讲述奇怪
的梦，他们小声地议论、摇头，
然后坦白对法老说：“我们不知
道梦的寓意。”
突然，法老的酒政上前来。
“两年前，当我在监狱时，也做
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位名叫约瑟
的年轻人告诉我梦的寓意，而且
每件事情都正如他所说的发生
了。”酒政说。
法老说：“把约瑟带来！”
守卫快速赶到监狱，催促
约瑟快刮好胡须、穿上干净的衣
服，跟他们立即去到王的面前。
“我做了一个梦，”法老告
诉约瑟，“但没
有人能告诉我梦
的寓意。我听
说你能解梦，
请告诉我梦的寓
意。”
“我不能解
梦，但上帝会告
诉我梦的寓意，
然后我再告诉
您。”约瑟诚实
地回答。
“我梦见自
己站在河边，有

七头肥壮的母牛从河里上来，到
岸边吃草。接着又有七头瘦弱的
母牛走上河岸，它们竟然吃掉了
先前那七头肥壮的母牛！”法老
继续说，“然后我又做了另一个
梦。我看见一棵麦子上长出七个
饱满的穗子。接着这颗麦子上又
长出七个干瘪的麦穗，而且吞下
之前那七个饱满的穗子！”
“两个梦的寓意是一样的，
上帝已经将祂要做的事情告诉
你。埃及全地将会迎来七个大
丰年，丰年过后会有七个大荒
年。”约瑟回答说，“您需要拣
选一位哲士，让他在七个大丰年
中把多余的食物储存起来，这样
在七个大荒年中，人民就不会饿
死。”
法老听了约瑟的主意很高
兴，于是摘下自己的戒指，戴在
约瑟的手上，又将金项链戴在约
瑟颈项上，说：“我命你管理埃
及全地，你是国中仅在我地位之
下的管理者。”
所以约瑟开始了新的工作。
他骑马走遍埃及全地，安排储
存在七个大丰年中所有剩余的食
物。
约瑟从监狱里出来，他现在
为王工作。但是约瑟知道有一件
事没有改变：上帝会在王宫里看
顾他，就如他在监狱里时一样。

学生本

第十二课
服 務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这个星期里每天和孩子一起阅读
本节课的圣经故事，复习存心节。
这不在乎.......... 摇 动 手 指 代 表
“不”
我................ 指向自己
上帝必将平安的话 向上指，然
回答法老.......... 后点头代表
“是”
创世记41:16...... 合 上 手 掌 ， 然
后打开
星期日
一起读创世记41章，必要时解
释一下内容，问：酒政被释放后，约
瑟在监里多久？当约瑟被召去见法老
时，你认为他的感受如何？法老要求
约瑟做什么事情？他能做到吗？
星期一
要求你的孩子
做一些事情（比如
单脚跳三次，摸
脚趾，轻拍肚皮，
转身，眨眼五次，打哈
欠等）。然后让他们舔
自己的手肘，问：为什
么你不能做到？谁能帮助
我们做困难的事？在祷告
前，唱“我的上帝很伟大”。
星期二
鼓励你的孩子与朋友分享在安

息日学制作的“约瑟的项链”，同时
告诉他们相应的存心节和圣经故事。
（或剪下八张纸条，在每张纸条上写
下存心节的一个字，帮助你的孩子将
它们贴在一起制作一条纸链。）
星期三
问：
什么事情
对于你来
说是容易
做到的？（跑步、唱歌、
数到十、单脚跳等）什么事情对你
来说现在很难做到，但当你长大后，
你就可以做到？（系鞋带；独自爬书
架；看书；数到一千等）帮助你的孩
子做这些事情，提醒他们上帝帮助他
们困难的事情。
星期四
询问某一家庭成员的一次经历：
当他们不能帮助自己时，上帝帮助了
他们。唱“耶稣爱我”，然后祷告，
感谢上帝在困难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
上时，帮助我们。
星期五
用椅子和毛毯布置一个“监
狱”。演出本节课的故事：让你的孩
子扮演约瑟，当法老召唤时他要“冲
出”监狱。谈谈上帝如何关怀我们。
唱“祂能够”，感谢上帝帮助我们成
长，让我们可以做更大、更好的事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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