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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诺言
团

契

我们彼此尊重

参考资料
撒母耳记上20:14；15，42；撒母耳记下4:9；9:1-13；
《先祖与先知》第726－727页
存心节
“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并你我后裔中间为证，直到永远。”(撒
母耳记上20:40)
“我们曾向上帝起誓，我们永远是朋友。”(撒母耳记上20:42)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晓得：上帝一直遵守祂的诺言。
感受：渴望去信守诺言。
回应：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
主题信息

爱耶稣的人信守他们的诺言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正如上帝所说，大卫成为了
以色列的王。有一天，他想起他的
朋友约拿单对他的付出，就找到了
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大卫决定
将曾经属于约拿单的土地赐给米非
波设。同时他也邀请米非波设与他
一起住。大卫这样做是因为他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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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爱护约拿单，并且曾经允诺善
待约拿单的家人。

这是关于团契的教导
大卫遵守了他对约拿单的诺
言。上帝也一直遵守对我们的诺
言。我们既做出了诺言，就要兑
现。

团

契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预备活动

活

动

在门口欢迎学生；
倾听他们的快乐或
烦恼
＜10分钟

A.上帝关于太阳的 --纸盘或纸圈，黄色蜡笔
诺言
或白板笔、钉书机或胶带
B.上帝的律法

＊

2

3
4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圣经课程

＜20分钟

所需材料
没有

--纸、羽毛、叶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体验故事

--圣经学习
--存心节

--开心或伤心脸的贴纸
（可选），圣经时代的成
人服装，圣经时代的小孩
服装，纸板竖琴，拐杖，
圣经时代的长袍
--圣经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上帝的诺言

--代表上帝诺言的图画或
物件，袋子和盒子

信息分享

＜15分钟

--彩虹下的约定

--砂纸，毛线，白板笔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人因所起的誓而有应尽的
本分，──若不是使他行错事的话
──都必须视为神圣的。得利，
报仇，或私人的利害问题，都不
足以影响一个誓约或诺言的神圣
性。”(先祖与先知501面)
“大卫在与约拿单所立的约
中，应许到他脱离仇敌骚扰的时
候，要施恩给扫罗的家。这时王
在正昌盛之时，就想起这约；他问
臣仆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
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
恩。’有人告诉他……米非波设

因曾听大卫仇敌的报告，对大卫怀
有很深的成见。认为他是一个篡位
者；但王接待他的度量和礼貌，以
及不断向他所施的仁慈，赢得了这
个青年人的心。”(先祖与先知第
726面)
你遵守你的诺言吗？言传不如
身教，如果我们成年人都不信守诺
言，又如何能叫孩子们去做呢？

教室布置
继续用第一布置课的户外景观
和第二课的“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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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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关于太阳的诺言
你需要：
□纸盘或纸
圈
□黄色蜡笔
或白板笔
□钉书机或
胶带

分给每个孩子两个纸盘或纸圈，让他们在上面
涂上黄色，然后将它们钉或黏在一起，留一个开口，
让他们的手可以放进去。说：在圣经中，我们找到了
上帝对每个人的诺言。马太福音5:45告诉我们，上帝
让太阳为我们升起。现在将你的手放进你的太阳里，
并让它在天空升起。再让它向下，向下，就像傍晚时
）
的日落一样。早晨，太阳又升起来了，让你的太阳向
上，向上，再向上，又一天来啦！重复做几次。上帝
有没有遵守祂的诺言？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时间）问：当天气是多云和
下雨时会发生什么事？上帝有没有忘记祂的诺言？没有，太阳仍然在
云的后面照耀着大地。虽然我们看不见它，但它就在那里。上帝一直
在做祂所诺言的事情。当你知道上帝一直在履行祂的诺言时，心里有
什么感受？耶稣总是在做着祂所诺言过的事情，而爱耶稣的人也信守
他们的诺言。我们的圣经故事中，大卫履行了他对约拿单的诺言。今
天的主题信息是：

爱耶稣的人信守他们的诺言
			
跟我一起说。

B.上帝的律法
说：当上帝创造世界时，祂说一些物质将会永远以不变的方式
运转。其中的一种就是地心引力，我会示范给你们看，它是怎样运
转的。现在请每一个人都站起来，你能跳多高就跳多高。每一个人
都要跳。在你跳起来之后，会停留在空中吗？这就是因为地心吸力
的作用。哦，还有可能因为你很重。那让我们尝试一些轻的东西。
给孩子们一些羽毛，纸或叶子，将它们拋在空中。它们能停留在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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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吗？不能。你能想出一些可以停留在空中的东西吗？哦，小鸟！
飞机！蝴蝶！帮助孩子们制作一架简易的纸“飞机”，将它扔在
空中。说：发生什么事？(飞机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但最终还是
掉在地上) 小鸟也一样，它们最终也会落在地上。上帝遵守祂的诺
言，而且祂说到做到。

你需要：
□纸
□羽毛
□叶子

探讨
问：当一个人没有履行他的诺言，你有什么感受？当一个人履
行了他的诺言，你又有什么感受？（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
的时间）我们很高兴上帝遵守了祂的诺言。爱耶稣的人也希望像耶稣
那样能遵守自己的诺言。你想遵守你的诺言吗？我们的圣经故事中，
大卫履行了他对约拿单的诺言。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爱耶稣的人信守他们的诺言
跟我一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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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道路》（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59首）
《进入我心》（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95首）
《互相关怀》（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62首）
《好朋友》（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56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的故事。

捐

献
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我们的奉献将会帮助他人。

祈

祷

说：我们感谢耶稣，因祂信守诺言，祈求耶稣帮助你履行
你的诺言。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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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开心或伤
心脸的贴
纸（可选）
□圣经时代
的成人服
装
□圣经时代
服装
□纸板竖琴
□拐杖
□圣经时代
的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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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剪出两个圆纸板，分给
每个孩子，用来做开心或伤心的
脸部表情。画出一个开心脸在其
中一个圆纸板上，以及一个伤心
脸在另一个圆纸板上（也可以用
开心或伤心脸的贴纸）。在圆纸
板后面粘上一个小木棒以便孩子
们能拿着它们。当故事中的角色
开心或伤心时，让孩子们举起相
应的圆纸板。〈在适当的条件下
也可以让孩子们自己做一个开心
脸或伤心脸〉
现在需要三个成人或青少年
分别饰演大卫王、米非波设和洗
巴，孩子们可以扮演仆人，听从
大卫王的吩咐。另外还需要纸板
竖琴，拐杖（两支木棒，用旧布
包在顶部）。分别给饰演大卫、
米非波设和洗巴的人一份剧本。
大卫：啊！多么美好的一
天！我应该拿出我的竖琴来弹琴
歌唱〈拿出竖琴〉。多好的一把
竖琴！它已经陪伴我很多年了。
这个竖琴让我回想起许多过去的
事情……当我还是一个小牧童的
时候，经常在野地里唱歌；那时
扫罗王对我很不好。那些年的生
活让我伤心﹝孩子们拿起伤心脸
的表情﹞。当时我跑进山洞里躲
避扫罗王的追杀。哦，那都是过
去的事了。但想起扫罗王的儿
子，我的好朋友--约拿单，我就
感到快乐﹝孩子们们拿起开心脸
的表情﹞。约拿单是多么好的一
位朋友啊！我们曾一起度过许多

快乐的时光：我们一起大笑，一
起骑马飞奔﹝与学生一起做奔跑
的动作﹞，一起射箭﹝做射箭的
动作﹞。我们在宴会中常坐在一
起。哦，我好想念约拿单啊！
我还记得当听到他和他的父亲阵
亡的消息时，我是多么的伤心。
﹝孩子们拿起伤心脸的表情﹞
哦……等一下！我曾经对约
拿单做出过诺言。我答应他会善
待他的家人。是不是约拿单的家
人都战死了？如果能找到他家中
的任何一个幸存者，我都会非常
高兴的﹝孩子们拿起开心脸的表
情﹞！
来人！﹝孩子们出来﹞去
找一个扫罗的仆人，带他过来。
﹝孩子们“找到”饰演洗巴的
人，并把他带到大卫那里﹞
洗巴：﹝鞠躬﹞您找我吗，
陛下？
大卫：是的，你叫什么名字？
洗巴：洗巴，我曾经是约拿
单家的仆人。
大卫：洗巴，约拿单的家人
现在还有活着的吗？我要履行我
对约拿单的诺言，并向他们显明
上帝的仁慈。
洗巴：是的，陛下。约拿单
的一个儿子还活着，但他小时候
摔瘸了腿。
大卫：我想见他，很高兴
﹝孩子拿起他们开心的脸﹞他还
活着。告诉我他在哪里，我想把
他带进王宫。谢谢你，退下吧。
﹝洗巴走了﹞
大卫：来人那！请带约拿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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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子来见我！告诉他，你是大
卫王的仆人，然后带他到我的王
宫。﹝孩子们走到米非波设所坐
的角落﹞
米非波设：你们是谁？
仆人：我们是大卫王派来的
仆人。
米非波设：你们想要做什
么？
仆人：王命令你到他的王宫
里去。
米非波设：我真的要去大卫
王的宫里吗？你确定吗？我不想
去，我很害怕。你知道，我的祖
父扫罗对大卫并不好。王为什么
想见我？
仆人：﹝摇头﹞
米非波设：唉！我多么希
望我的父亲在这里！他和大卫王
是非常好的朋友！虽然我不想见
大卫王，但我别无选择。好吧，
我们走！﹝米非波设架着拐杖进
宫，仆人们在一旁帮助他。﹞
大卫：你是约拿单的儿子
吗？叫什么名字？
米非波设：是的，我叫米非
波设，是你的仆人。﹝在王面前
躬下身﹞
大卫：起来，米非波设。
不要因为你的祖父曾经如何对
我而难过﹝孩子拿起伤心脸的表
情﹞，那些都已经过去了。我要
把属于你祖父扫罗的所有土地都
给你，请你与我一起住在王宫
里。
米非波设：你为什么对我这
么好？
大卫：因为你的父亲约拿
单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曾对你父

亲诺言要照顾好他的家庭。我要
履行我的诺言，这就是我叫你来
的原因。请你与我和我的家人一
起住在王宫里，我会很开心的。
﹝孩子们拿起开心脸的表情﹞还
有一些事，来人那﹝孩子们站起
来，俯身在王面前﹞将洗巴带
来！﹝孩子们将洗巴带到王面
前﹞
大卫：洗巴，我已经把属
于米非波设的祖父扫罗和他父亲
约拿单的所有东西都给了米非波
设。我希望你和你儿子成为他的
土地里的农民，照顾好所有的土
地，在那里种植农作物。但米非
波设将与我一同住在王宫里。你
可以退下了。
来人！拿一些新的衣服给米
非波设换上，他将会穿着与我儿
子一样的衣服。(孩子们帮米非波
设穿上新的长袍)
来人！带米非波设去看他的
新房间。米非波设，我们晚餐的
时候再见。从现在开始，你将会
与我和我的家人一同用餐。我很
开心能够履行对你父亲的诺言。
(孩子们拿起开心脸的表情)
米非波设：我会在餐厅里等
您。我也很开心。(孩子们拿起开
心脸的表情)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
些思考的时间）问：大卫是怎样
友善对待米非波设的？大卫遵守
了他对约拿单的诺言吗？当别人
履行对你许下的诺言，你有什么
感受？如果他们不履行诺言，你
又感觉如何呢？信守诺言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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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的事吗？为什么？如果你
认为你不能信守诺言，你还会做
出诺言吗？谁能帮助你信守诺言
呢？请记住今天的主题信息：
爱耶稣的人信守他们的诺
言
跟我一起说。

圣经学习
你需要：
□圣经

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20:14－
15、42和撒母耳记下4:4；9:1－
13。说：今天的故事就记载在这
里。大声读出经文，必要时解释
一下圣经内容。

探讨
问：大卫对约拿单诺言了
什么事情？谁是约拿单家中唯一
幸存的人？他是怎样变成了瘸腿
的？大卫为米非波设做了什么？
大卫遵守了他的诺言吗？你愿意
遵守你的诺言吗？谁总是遵守他
的诺言呢？耶稣也能帮你信守诺
言吗？记住今天的主题信息：

爱耶稣的人信守他们的诺
言
跟我一起说。

存心节
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20:42。
指着经文说：这是我们在上帝的
话语──圣经中找到的存心节。
大声读出经文。“愿耶和华在你
我中间，并在你我后裔中间为
证，直到永远。”继续教导以下
存心节的动作。
我们.......... 指向自己，
然后指向别人
向上帝........ 指向上
起誓.......... 右手放在胸前
我们.......... 指向自己
然后指向别人
永远是朋友。.. 两只手拉勾
撒母耳记上
合上手掌，然
20:42.......... 后打开。

课程应用
上帝的诺言
你需要：
□代表上帝
诺言的图
画或物件
□袋子
□盒子

预先收集与耶稣给我们的诺
言相关图画或物品(关怀我们、保
护我们、帮助我们、降雨、太阳
照耀、天堂、复临、彩虹等)。让
孩子从你的袋子中或盒子中拿出
一些物件，然后谈论它所代表的
诺言。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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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思考的时间）问：你对这些诺
言有什么感受？(重要的，快乐
的，感激的)我们该如何确定耶稣
会遵守祂的诺言呢？(因为我们看
见这些诺言每天都会实现；因为
圣经上说；上帝爱我们)我很高兴
耶稣履行了祂的诺言，你呢？你
许下过什么诺言呢？(友善对待
兄弟姐妹，不抱怨妈妈所做的食
物，不打架，和别人分享玩具等)
你经常遵守你的诺言吗？这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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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谁能帮助你？(耶稣)因为耶
稣总是遵守祂的诺言，所以祂可
以帮助我们信守诺言。你想像耶
稣一样吗？你想像大卫一样信守
诺言，像耶稣那样总是履行诺言
吗？让我们一起说出今天的主题

信息：
爱耶稣的人信守他们的诺
言
跟我一起说。

信息分享
彩虹的约定
发给每个孩子半张砂纸，用
不同颜色的线，剪成相等的长度
做一道彩虹。
说：你可以把
你需要： 线压在砂纸上做成
□砂纸
彩虹的形状，彩虹
□线
让你想起上帝给了
□白板笔 我们什么诺言呢？
当你制作彩虹时，
想一个这个星期你要遵守的诺
言。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
些思考的时间）问：你有没有想
出在这个星期你要遵守的一个诺
言？帮助每一个孩子在他们彩虹

结

砂纸的后面写下一个诺言。(我将
会收拾好玩具；我将会轻轻地关
门；我将会与弟弟分享我的玩具
等)
说：让你的彩虹提醒你，上
帝遵守祂的诺言，祂也会帮你信
守诺言。带你的彩虹回家，在这
个星期里与别人分享，并告诉他
们大卫履行诺言的故事。这条彩
虹也能提醒你这个星期将要遵守
的诺言。这个星期你要遵守什么
诺言呢？帮助每个孩子记住你帮
他们写的诺言。让我们一起说出
主题信息：
爱耶稣的人信守他们的诺
言

束

为孩子们祷告，希望他们记住：信守诺言是非常
重要的，上帝一直在遵守祂的诺言。求上帝帮住孩子
们遵守他们所许下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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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信守诺言
参考资料
撒母耳记
上20:14，
15，42；撒母
耳记下4：4；
9:1-13《先祖
与先知》第
726－727页

存心节
“愿耶和
华在你我中
间，并在你
我后裔中间
为证，直到永
远。”(撒母
耳记上20:42)

主题信息
爱耶稣的
人遵守他们的
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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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王仰望蓝色的天空，回
想起他的少年时代。他想起那时
候每天都在帮父亲照顾羊群。直
到那一天，撒母耳用橄榄油膏了
他的头，并告诉他，上帝已经拣
选他做下一任的以色列王。
大卫记起他与扫罗王一同住
在宫里的日子，然后又想到了扫
罗王的儿子，他最好的朋友——
约拿单。
大 卫 叹
了口气。约拿
单已经在战场
上牺牲。大卫
十分想念他。
他们曾经一起
骑马，射箭，
他们彼此诺言
要做永远做朋
友。最后他想
起了善待约拿
单家人的诺
言。
突 然 大
卫想起一个
问题：“在约拿单的家中还有人
活着吗？”大卫王立刻打发人去
叫扫罗王曾经的仆人——洗巴。
洗巴来到王宫，俯身在大卫王面
前。“在约拿单的家中还有人活
着吗？”大卫王问洗巴，“如
果有，我要向他显明上帝的慈
爱。”
“有的，”洗巴回答说，
“约拿单的一个儿子仍然活着。
他名叫米非波设，是一个瘸腿的

年轻人，因为他在小时候受了
伤。”
大卫王笑了，说：“我要看
看他。”于是大卫派仆人带米非
波设到王宫里见他。
当米非波设接到大卫王的命
令时，非常担忧。他知道他的祖
父扫罗王曾经对大卫很不友好。
为什么大卫王要召他入宫呢？王
想要伤害他吗？他知道他不能拒
绝，但他真的不想
去见大卫王。
米非波设来到
王宫里，俯身在大
卫面前，说：“我
是您的仆人。”
“ 不 要 害
怕！”大卫和蔼地
说。“你的父亲约
拿单是我最好的朋
友，这就是我叫你
来这里的原因。我
要赐予你曾属于你
祖父扫罗的所有土
地，并且我也希望
你与我一同住在王宫里。”米非
波设惊讶地张着口，“您为什么
你如此善待我？”
“因为我非常爱你的父
亲。”大卫回答说：“我曾答应
他，会照顾好他的家人。”
于是米非波设搬进了王宫
里。大卫对待米非波设如同对待
自己的儿子一样。大卫与米非波
设很快也成为了好朋友。

学生本

第四课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这个星期的每一天都要和孩子一
起阅读本课的故事，复习存心节。

展示地心引力是如何运作的。问：为
什么这些东西总会掉在地上？上帝有
没有遵守关于地心引力的诺言？如果
失去了地心吸力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 指向自己，
然后指向别人
向上帝........... 指向上
起誓............. 右手放在胸前
我们............. 指向自己，
然后指向别人
永远是朋友....... 两只手拉勾
撒母耳记上20:42.. 合上手掌，然后
打开。

星期三

星期日

星期四

一起读撒母耳记上20:14-15,42
和撒母耳记下4:4;9:1-13。问：大卫
是否遵守了他对约拿单的诺言？
鼓励你的孩子与朋友分享在安息
日学制作的彩虹，并告诉他们相关的
圣经故事。(或者使用不同颜色的毛
线在一张沙纸上制作一道彩虹，也可
以画一幅彩虹的图画。)

对你的孩子诺言一些事，并且遵
守它。一起读马太福音5:45。问：上
帝在这里许下了什么诺言呢？上帝今
天是否遵守了祂的诺言？记得提醒你
的孩子：即使多云的天气，太阳依然
在云彩后面照耀。

星期一
讨论你的孩子在安
息日学时许下的诺言，
他有没有遵守呢？为什
么？
如果合适的话，向
孩子展示你结婚时的照
片。谈谈人们结婚时向上帝许下的诺
言，以及对彼此的诺言。

星期二
用不同重量的物体，向你的孩子

带你的孩子去亲近
大自然，一边散步一
边寻找上帝的诺言。
(赐给我们每个人的阳
光和雨露，生长的植
物，彩虹等)。收集这
些东西或画一幅图，以提醒我
们上帝许下的诺言。

星期五
在家庭聚会时，让你的孩子讲一
个学过的圣经故事。一起读《先祖与
先知》第726页。你的家庭像大卫的家
庭一样吗？
谈论关于耶稣复临以及带我们进
入天国的诺言，并唱几首和上帝诺言
相关的歌曲。
讨论朋友对你许下诺言但没有
遵守的一次经历，并说出你的感受。
问：信守诺言重要吗？
感谢耶稣遵守祂的诺言，求祂帮
助你遵守你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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