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课

谁在乎？
恩

典

上帝认识并眷顾我们

参考资料
创世记37:12-28；《先祖与先知》第190-191页
存心节
“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诗篇56:3）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晓得：无论他们在哪里，上帝都会听他们的祷告，顾念他们。
感受：相信上帝常与他们同在。
回应：去上帝希望他们去的任何地方，不会害怕。
主题信息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可以信靠上帝

课前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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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概要

这是关于恩典的教导

约瑟是他父亲最喜爱的儿
子，所以他的兄弟们都嫉妒他。当
哥哥们在离开家很远的地方牧羊
时，雅各就会派约瑟去看他们是否
安好。约瑟到那里之前，哥哥们计
划要杀了他。但后来改为将他卖给
一队去埃及的人作奴隶。约瑟虽然
很惧怕，但他想起父亲讲过的关
于上帝的故事，决定全心倚靠上
帝。

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包括
我们遇到的所有试探、喜乐以及我
们的未来。仁慈的上帝关心一切发
生在我们身上的事，祂也希望我们
在惧怕时信靠祂。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这时他胆战心惊地望着将
来……约瑟一时就陷于无法抑制的
恐惧和悲愁之中了。但是在上帝的
照顾之下，就是这样的经验对他也

恩

典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1

＊

持续时间

活

动

所需材料

欢 迎

持續

在门口欢迎学生；
倾听他们的快乐或
烦恼

--没有

预备活动

＜10分钟

A.钢索行人
B.大方的信靠

--长绳
--不同的零食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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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存心节

3
4

--儿童演员；彩色的外
衣；长袍或衬衫；棕色的
衣服；香料或香水；20个
硬币
--圣经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A.信心之行
B.害怕的抛掷

--眼罩
--豆袋或海绵球

分享

＜15分钟

--在上帝手中

--上帝之手图型（见144
页）蜡笔、歌本

是幸福的。他在几小时之内，学得
了在其它情形之下多年所不能给他
的教训。他父亲对他极大而亲切的
爱，曾因偏心和放任而害了他……
先前所造成的错误，如今必须予以
改正。他已经逐渐变得又自满，又
刻薄。”（先祖与先知第190页）
“于是他转向他父亲的上
帝。他在幼年时曾受了敬畏上帝、
爱上帝的训诲。他在父亲的帐棚
中，常常听到雅各离开父家流亡在
外和看见异象的故事。他也曾听过
耶和华向雅各所发的应许，以及这
些应许应验的情形，在需要的时
候，上帝的天使曾如何来教导、安

慰并保护他……“约瑟相信他列祖
的上帝必要作他的上帝。他立时
就在那里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耶和
华，并祈求保守以色列的主在他流
亡异地时与他同在。”（先祖与先
知第191页）
你在什么时候最害怕？在那
个时候你能够感受到上帝与你同在
吗？

教室布置
使用第一课的教室布置，用
第三、七、八课的深色床单做一个
“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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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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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适合你们的活动。

A.钢丝行人
将长绳拉直放在地上，让孩子们排好队。问：你
们知道钢丝是什么吗？有时你们会在电视上或马戏团
里看到有表演者在空中一条细绳上行走。他就是钢丝
行人。现在你们扮演钢丝行人，小心地在绳上行走，就像在很高的空
中行走一样，小心不要跌下去！如果你从绳上“掉下来”，要从头再
来一次。
你需要：
□长绳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时间）问：走在绳子上是容
易还是困难？你有没有在想象自己走在很高的空中？会害怕吗？在现
实生活中如果真的让你在钢丝上行走，你会害怕吗？你在现实生活中
最害怕什么？我们的圣经故事中，当充满嫉妒的兄弟们卑劣地对待约
瑟时，他很害怕，但他仍然相信上帝会保护他。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可以信靠上帝
跟我一起说。

B.信靠

你需要：
□不同的零
食

在进行这个活动时，要特别注意对某些食物过敏
的孩子。拿出各种零食，如饼干、葡萄干，椒盐脆饼
等。说：现在大家闭上眼睛，直到游戏全部做完才可以睁开。我会走
到每个人的身边，叫你们张开嘴，然后放一种零食在你们的嘴里。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时间）问：当我放
零食在你的嘴里时，你的心里在想什么？你怕我骗你，给你
一些难吃的东西吗？你相信我吗？为什么？你知道你可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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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第十课
務
信上帝吗？祂从不骗你。在我们的圣经故事中，约瑟被充满嫉妒的兄
弟们卑劣的对待时，他非常害怕，但他相信上帝会保守他。今天的主
题信息是：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可以信靠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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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耶稣关心我》（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18首）
《祂的手掌管世界》（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25首）
《上帝照顾我》（小小声音赞美祂第90首）
《我很小》（小小声音赞美祂第96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的故事。问：在今天的故事中，
上帝如何向人们显示祂的爱？

捐

献

说：上帝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让我们通过奉献向祂表达
感谢之意。

祈

祷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时间）问：你害怕什
么？记住内心的感受，或让一位助手写下孩子们说的话。你相信
上帝可以帮助你吗？当你害怕时，你相信祂会帮助你吗？让我们
为这些事祷告。为每一个孩子惧怕的事物祷告，要说出孩子的名
字。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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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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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棕色的布
□香料或香
水
□20个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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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一个孩子饰演约瑟，让他
穿上彩色的外衣。在地上铺一张
棕色的床单或布代表坑洞──约
瑟的兄弟丟他进去的那个坑洞。

讲故事
约瑟是整个大家庭中年纪
第二小的儿子，他有十个哥哥和
一个弟弟，还可能有许多姐妹。
约瑟的家在迦南，他们住在帐篷
中，拥有很多绵羊。
绵羊需要吃大量的草，所以
他们家要经常与羊群一起搬家，
找有更多草的地方生活。约瑟的
哥哥们带着羊群离家去找牧羊的
地方了，他的父亲想知道他们是
否安好。你知道，当时并没有电
话，他们也不能写信或发电子邮
件等。于是雅各派约瑟去看他的
哥哥们怎么样了。
约瑟带了一个袋子，离开
家去找他的哥哥们。（让约瑟
在教室中周围走动，然后再回来
坐下）他花了很长时间终于找到
了他们，他远远地看到哥哥们。
（把手放在眼的上部，做看的动
作──让孩子们做同样的动作）
约瑟见到他的哥哥们很开
心，他想他们也会很开心。但是
你认为哥哥们会开心吗？不会！
他们谈到约瑟的梦和父亲给他的
昂贵外衣时，仍然嫉妒和生气。
当约瑟向着他们走去时，
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加害他。约
瑟刚来到他的兄弟面前，他们就
抢了他艳丽的外衣，并把他扔到

地上的一个深坑里（脱下约瑟的
外衣和让他坐在棕色的“坑洞”
中）。
流便是约瑟的一个兄弟，他
不想伤害约瑟，打算把他从深坑
里拉出来。其他的兄弟们吃了午
餐后，开始讨论如何处置约瑟。
当流便离开营地时，他们的
兄弟看到一群人和许多骆驼的队
伍，骆驼上带着香料和香水（让
孩子们打开香料和香水）。那些
人打算到埃及卖这些东西。兄弟
们于是决定将约瑟卖给那些人。
他们把约瑟拉出深坑，卖了二十
块银币。（向孩子们展示硬币，
一起数钱）
约瑟很高兴能离开那个坑
洞。但是当他知道哥哥们把他卖
给陌生人为奴仆时，就开始害怕
起来。约瑟哭着乞求哥哥们能让
他回家，然而他们不听。（约瑟
很伤心和害怕）
在约瑟去埃及的路上，他记
起父亲给他讲的关于上帝如何关
心他和其他人的故事。约瑟相信
上帝会保护他，并与他同在。虽
然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不幸的事
会发生在他身上，但他仍然相信
上帝会照顾他。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
些思考的时间）问：当约瑟的兄
弟不喜欢看见他时，你认为约瑟
的感受如何？当哥哥们把他当成
奴仆卖出去时，你认为他的感受
又如何？约瑟知道无论发生什么

服第十课
務
事，上帝都是爱护他。所以约瑟
全心全意地爱上帝、信靠上帝。
你有害怕的事情吗？你也可信靠
上帝，祂会照顾你的。请记住我
们的主题信息：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可
以信靠上帝
跟我一起说。

圣经学习

你需要：
打开圣经创世
□圣经
记37:12-28。指着
经文说，今天的故事就记载在这
里。大声读出所选的章节。必要
时解释一下圣经的内容。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一
些思考的时间）问：约瑟为什么
去看他的兄弟们？约瑟的兄弟们
开始时对他做了什么？哪一个哥
哥打算帮助约瑟？其他的哥哥们
对约瑟做了什么事？他们卖了多
钱？约瑟将会被带到哪个国家？
当约瑟害怕时，上帝与他同在
吗？约瑟记起这些事了吗？然后
他决定怎样做？（信靠上帝）记

得我们的信息：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可
以信靠上帝
跟我一起说。

存心节

你需要：
打 开 诗 篇
□圣经
56:3。这是我们在
上帝的话语--圣经中找到的存心
节。然后大声读出经文：“我惧
怕的时候要倚靠你 。”在用下面
的动作教孩子们记忆存心节。
我............. 指向自己
惧怕的时候.....看起来很惊讶和
害怕的样子
要倚靠.........手臂交叉胸前，
轻轻摇动
你。...........向上指
诗篇56:3...... 手掌合上，然后
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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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课程应用
你需要：
□眼罩

A.信心之行

B.可怕的抛掷

在准备这个活动时，需要移
动椅子和其他家具形成一个简单
的障碍物场地。
让每个孩子找一个搭档。其
中一个孩子蒙上眼罩，让另一个
孩子拉着他的手，带领他走遍教
室，要通过所有的障碍物。角色
互换，再玩一次。

让 孩 子 们
坐在地上围成一 你需要：
个 圆 圈 ， 说 ： □豆袋或海
绵球
我将要把这个豆
袋（或球）拋
给你。当你接住时，要说出一些
你害怕的东西，然后你再抛给其
他人。当他们接住时，也要说出
一些让他们害怕的东西。（举些
例子让他们开始，如：闪电和雷
声、医生办公室的照片、大狗、
黑暗、烟火、噪音、迷路、恶
梦、火、高地等）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
一些思考的时间）问：当你不能
看到自己在做什么时，你的感觉
如何？你会害怕碰到东西或跌倒
吗？有人帮助你的感觉如何？信
靠你的拍档是容易还是困难呢？
当你的眼睛被眼罩蒙住，你的搭
档带你经过陌生的地方时，你们
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感到害怕。
你的搭档在保护你不被伤害方面
做得好吗？在现实的生活中，谁
是带领我们前进的最好选择？
（上帝）上帝希望成为我们的帮
助者和好朋友。我们可以告诉祂
我们的感受。当我们害怕时，祂
关心我们、看顾我们。祂要我们
信靠祂。记得我们的主题信息：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可
以信靠上帝
跟我一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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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
一些思考的时间）问：别人说出
的他们害怕的事物，你也会害怕
吗？是什么令这些东西可怕呢？
当你害怕时，有什么方法能帮助
你感觉好一些？我知道一种方法
你可以做到，就是信靠耶稣，向
祂祷告，祂必定帮助你。祂想让
你知道祂爱你、关心你，正如祂
关心约瑟一样。让我们记住今天
的主题信息：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可
以信靠上帝
跟我一起说。

服第十课
務

信息分享
在上帝的手里
提前复印上帝之手的图型
（见144页）发给每一个孩子。要
求孩子们在上面涂色，写上（或
让一位成人帮助他们写）一种让
他们害怕的东西。

探讨
（提出问题后留给孩子们
一些思考的时间）问：你写的
害怕的东西是什么？记住，上帝
大过一切，无论你害怕什么，都
在祂的手里被保护着。当你害怕
时，你要坚信祂会照顾你。你害
怕时，可以祈求祂的帮助，祂爱
你，听你的祷告。
这个星期里当你害怕时，要

结

记住上帝会保护你。闭上眼睛，
将你的害怕交托在上帝的手中。
祂永远不会离开你。
让我们一起唱一首你会的
歌，但要改变歌词，将你的害怕
放在上帝的手中。
唱“祂的手掌管世界”（小
小声音赞美祂第125首），但用新
词“祂掌管我害怕的东西“）。
你可以将“上帝之手”带回家和
你的朋友们分享，并告诉他约瑟
信靠上帝的故事。让我们再次说
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你需要：
□上帝之手
的图型（
见144页）
□蜡笔
□歌本

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可
以信靠上帝
跟我一起说。

束

说：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关心我们，爱我们。当
我们害怕时，感谢你应许与我们同在，求你帮助我们
信靠你，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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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课

学生本

谁在乎？
参考经文
创世记
37:12-28；
《先祖与先
知》第190191页

存心节
“我惧怕
的时候要倚靠
你。”(诗篇
56:3)

主题信息
当我们
害怕的时候，
可以信靠上
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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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感到害怕的东西吗？约瑟也会害怕，但他决定信靠上帝。
有一天，约瑟的哥哥们带
着家中的羊群离开家，去很远的
地方放羊。因为绵羊已经吃光了
附近田野的草，所以哥哥们要找
一片新的草地放羊。许多天过去
了，哥哥们还没有回来。
“我要你去找你的哥哥
们。”雅各对约瑟说，“看看他
们需要什么，然后回来告诉我他
们是否安好。”
“是的，
父亲，我现在就
出发。”约瑟回
答说。他带了一
些长途旅行需要
的食物，穿上那
件艳丽的外衣就
出发了。他走啊
走，用了好几天
时间才找到他的
哥哥们。
一天早上，
他的哥哥们看到
约瑟正穿过田
野，向着他们走
过来。“那个做梦的人来了。”
一位哥哥发出嘘声。
“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另
一个哥哥问。接着他们讨论要对
约瑟做的坏事和他们的计划──
一个可怕的计划。
“原来你们在这里！”约瑟
大叫着，向他的哥哥们跑去。但
是当哥哥们粗暴地抓住他时，他
的笑容立刻消失了。哥哥们先脱

掉约瑟漂亮的外衣，然后把他推
进的一个坑洞里。这个坑很深，
他自己无法爬出来。
哥哥们回到他们的营地坐下
吃东西。但是约瑟其中的一位哥
哥流便，认为这种做法不对。他
秘密地计划将约瑟从坑洞里拉出
来，并放他回家。流便在田野上
照顾绵羊时，一直想着这事。
当流便走后，另一位哥哥犹
大，看到山谷对
面来了一群人。
“那边来了一群
商人！”他呼喊
到，“这是一个
除掉那个做梦人
的机会。我们将
约瑟卖给商人们
作奴隶吧。”
于是哥哥
们就这样做了，
他们把约瑟卖了
二十个银币。
刚开始，约
瑟很害怕。他浑
身颤抖，甚至哭起来。接着，他
想起他的父亲，以及父亲说的上
帝如何看顾他的故事。于是约瑟
相信上帝也会看顾自己。虽然他
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不幸的事情会
发生在他身上，但他坚信无论他
去哪里，上帝都会与他同在。

学生本

第十课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这个星期的每一天，和孩子一起
阅读本节课的故事，复习存心节。
我.............. 指向自己
惧怕的时候...... 看起来很惊讶和
害怕的样子
要倚靠.......... 手臂交叉胸前，
轻轻摇动
你.............. 向上指
诗篇56:3....... 手 掌 合 上 ，
然后打开
星期日
和孩子一起阅读创世记37:1228，有需要时解释一下内容。问：为
什么约瑟的哥哥们会嫉妒他？为什么
约瑟要去探望他们？约瑟的哥哥们对
他做了哪两件事？约瑟的感受如何？
帮助你的孩子数一数约瑟有多少个哥
哥，然后再数一数你家中有多少孩
子。
星期一
鼓励你的孩子与朋友分享在安息
日学所制作的“上帝之手”的图形，
并告诉他们约瑟的故事。提醒你的孩
子，上帝是大过一切的，因此无论他
们害怕什么，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
中。
星期二
让你的孩子用眼罩蒙住自己的眼
睛，引领他们走过障碍物，进行一次
信任之行。角色互换，再玩一次。然

后比较你们二人的感受。提醒你的孩
子要相信上帝会一直带领他们。下一
次你的孩子害怕时，和他一起祷告，
并讨论存心节的内容。
星期三
在沙盒中玩时，讨论埃及有多少
的沙漠。在沙子中“造”一条路，就
像约瑟去埃及所走的路一样。
星期四
让你
的孩子站
在椅子上
或一张高
凳子，跳入你的臂
弯内，讨论信任，问：你相信上帝会
一直帮助你吗？问：你会有不信任的
人吗？讨论与陌生人交往时的个人安
全问题。
星期五
帮助你的孩子和家人演出圣经故
事。约瑟要穿上一件长袍或衬衫。讨
论恐惧。你的孩
子曾多少次很
害怕？什么
时候会害
怕？为什
么？唱关
于信靠上帝
的诗歌来感
谢上帝常
与我们同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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