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课

小侍女
服

务

上帝教导我们如何服侍

经文
列王纪下5：1，2；参考资料《先知与君王》第190-191页
存心节
“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加拉太书6:10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知道：上帝会带我们到可以事奉祂的地方。
感受：无论在哪里，他们都可以帮助别人。
回应：帮助身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主题信息
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以侍奉上帝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乃缦是亚兰国的将军，击败以
色列军队，掳走一个小女孩回家服
侍他的妻子。在父母的教导下，小
侍女有良好的品格与习惯。虽然距
离以色列的家及家人很远，小侍女
仍是个忠心的人。从小侍女的服侍
中，乃缦看见她对上帝的爱。

这是关于服侍的教导
无论我们到哪里，都能事奉上
帝；在家里或是远处，我们都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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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人们知道我们代表耶稣。我
们的使命是侍奉上帝，服务人群。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这个被掳女子的行为，她那
在异教家庭中的处己之道，乃是得
力于早年家庭训练的证明。再没有
什么委托，较比那交给父母照顾并
教养儿女的责任更为崇高的了。父
母对于儿女的习惯和品格的基础颇
有关系。他们儿女的将来，大半取
决于他们自己的榜样和教训。”

服

务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预备活动

活

动

＜10分钟

A.我可以帮忙吗？
B.到处都是传教士
C.传道之歌

＊

2

3
4

所需材料

在 门 口 欢 迎 孩 子 • 没有
们，聆听他们开心
或烦恼的事情。
• “我可以帮忙吗？”图
案（见第143页），纸，蜡
笔
• 民俗风物品，袋子或盒
子
• 歌本，交通玩具（随
意）传道士服装（随意）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圣经课程

＜20分钟

• 体验故事
• 圣经研究
• 存心节

• 没有
• 圣经
•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我在哪里？

• 歌本

信息分享

＜15分钟

在世界何处？

• 地球仪或世界地图，世
界地图图案（见第144页）

《先知与君王》第190页
“我们真不知道自己的儿女将
来会蒙召行事何种职业。他们可能
在家庭范围内终老其身；他们也可
能从事生计中普通的职业，或赴异
教之地去做福音的教师；但他们都
同样的蒙召为上帝做布道士，向世
人做恩惠的执事。他们都应领受，
一种足以帮助他们站在基督旁边
做无私服务的教育。”《先知与君
王》第191页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你同样会影响你学生的性格。
这还包含哪些内容？

教室布置
布置家居摆设，包括家具物
品，如：扫把、木碗或陶瓷碗、各
色织布、小桌子及椅子等等。还可
以在地上铺一块蓝色毛毯或被单来
代表约旦河。这些物品会在接下来
的季度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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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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他们的快乐或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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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帮忙吗？
你需要：
事先预备一张卡片（见143页），上面写着“我
□“我可以
可以帮忙吗？”发给每位学生。说：纸上都画了不
帮忙吗？
同的地方。用蜡笔圈出哪些是你可以帮忙的，想想
图案（见
”
第143页） 你要怎么在圈出的地方帮忙。你们把图片着色后，
我会问你们。
□纸
□蜡笔

探讨

问：你有没有看到可以帮忙的地方？你圈下了
什么？你能帮什么忙？你对帮忙其他国家的人，有什么看法？今天
的圣经故事是关于小侍女在家里学习事奉上帝，远离自己的家后，
仍然事奉上帝；她在任何地方都事奉上帝。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以侍奉上帝
我们一起读。

B.到处都是传教士
找不同的物品代表不同国家（筷子、墨西哥帽、
法国贝雷帽、美国软皮平底鞋、袋鼠玩偶、夏威夷花
圈），放入袋子或盒子里。请一个志愿者前来逐一拿
出物品，说说它代表哪个国家。

你需要：
□民俗风物
品
□袋子或盒
子

探讨
问：什么是传教士？是的，传教士就是传扬耶稣的人。有传教
士去过我们刚才说的每个国家吗？（是的）你需要去一个很远的国
家做传教士吗？（不一定）你能成为传教士吗？（能）你可以立刻
成为传教士，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的圣经故事是关于一个小侍女，
她在家里学习服侍上帝，又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服侍上帝，无论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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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第五课
務
里她都服侍上帝。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以侍奉上帝
我们一起读。

C.传道歌
唱以下两首歌的其中一首︰《小船出海》（小小
声音赞美祂第35首）或《五个小传教士》（小小声音 你需要：
赞美祂第308首）。提供交通玩具，如：玩具船、飞 □歌本
机和火车，给学生在你开始唱第一节时拿着，用以下 □交通玩具
（随意）
字词做最后一节︰
□传教士服
不管我身在何方，都能当个传教士，
装（随意）
在我身处之地传教。
我会告诉世人，宣扬耶稣，
在我身处之地传教。
如果你用《五个小传教士》，请五个学生打扮成传教士（医生、
传道人、老师、护士和警察）。请学生上前，跟着歌词做动作。

探讨
问：什么是传教士？是的，传教士就是传扬耶稣的人。有传教
士去过我们刚才说的每个国家吗？（是的）你需要去一个很远的国
家做传教士吗？（不一定）你能成为传教士吗？（能）你可以立刻
成为传教士，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的圣经故事是关于一个小侍女，
她在家里学习服侍上帝，又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服侍上帝，无论在哪
里她都服侍上帝。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以侍奉上帝
我们一起读。

＊ 注：赞美、祈祷在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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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说：我会读出故事，其间我
会问你们，小侍女在哪里服侍上
帝，然后你们告诉我，她在哪
里︰在家，在厨房，在卧室，或
其他地方。

说故事
小侍女环视厨房，这厨房跟家
里的不同，这里的比较宽敞，有
更多的碗和篮子。她是个灵巧的
厨师，常帮母亲做些美味的面包
和炖汤。（问︰她在哪里服侍上
帝？学生回答︰在厨房）
接着，小侍女环视餐厅，这
餐厅和以前的也有点不一样。这
里有大餐桌，比以前家里的餐厅
大多了。她看见角落有把扫帚，
另一张小餐桌上堆放着许多餐
盘。小侍女擅长打扫，尤其是难
以清理的角落。她也擅长整理餐
桌，她母亲教导她收拾的技巧。
（问︰她在哪里服侍上帝？在餐
厅）
她知道这里是亚兰军队将
军——乃缦的家，他身居要职，
是一个善战的军人。他最近领兵
与她的国家以色列争战，并且胜
利了。
突然，一位身穿鲜黄色衣服
的女士走进房间，对小侍女笑了
笑：“啊，你一定是我丈夫，提
及的那个小侍女了，我是乃缦夫
人，你接下来要做我的婢女。
来，小侍女，我告诉你，你需要
先做什么。”说着那夫人领小女
孩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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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跟随着乃缦夫人到了一
个房间。乃缦夫人指指床，小侍
女知道床需要整理。乃缦夫人吩
咐她整理床、扫地和清洁家具。
（问：她在哪里服侍上帝？在乃
缦夫人的房间）
小侍女很快就适应了乃缦夫
人要她每天做的琐事。小侍女每
天勤劳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很
长，她也从不抱怨或发牢骚。父
母曾教导她要做一个乐于助人的
孩子，尽力做好每一样工作。有
时候小侍女也想出去玩，但她却
从不停下工作去玩，直到把全部
的工作都做好。
乃缦夫人和乃缦将军都注意
到，小侍女把工作做得很好，每
一件事情都做的很妥当，就算再
困难的事，她也不放弃。她没有
怨言，从不牢骚，工作的时候还
面带笑容呢！她很聪明，能做
一些乃缦夫人和乃缦将军都很喜
欢的菜。（问：她在哪里服侍上
帝？在厨房）她善良又乐观。主
人呼唤，她很快就来。她特别听
话。
这个来自以色列的小侍女有点
特别，跟其他的仆人不一样。
她有什么不一样呢？她认识
上帝。小侍女在行每一件事上服
侍上帝，无论她身在何处都服侍
上帝，无论是在她以色列的家
（问：她在哪里服侍上帝？在家
里），或在乃缦将军和乃缦夫人
的家（她在哪里服侍上帝？在乃
缦的家）。小侍女被掳掠离家，
照理说，她应该忌恨乃缦将军，

服第五课
務
但她相信上帝，无论在哪里，上
帝让她怎么做，她就怎么做。

探讨
问：小侍女是个好仆人吗？
（是）她如何服侍上帝？（清
洁、煮饭、洗衣服、关心乃缦夫
人、怀着乐意的心，服从）她在
哪里服上帝？（在任何地方）
你需要在离开家人很远的地方
服侍上帝吗？（不需要）你可以
在哪里服侍上帝？（任何地方）
你在家有没有特定的工作要做？
你通常都做什么？

圣经研究
打 开 列 王 纪 下 你需要：
5 ： 1 ; 2 ， 指 着 章 □圣经
节，说：今天的故
事就记载在圣经的这里。大声
读出这些章节，如有需要可做解
释。

存心节

你需要：
打开加拉太书6:10。说：我们 □圣经
的存心节记载在上帝的话语──
圣经之中。大声读出来。“所以
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
然后按以下的动作教导存心节。
所以有了机会， 双 手 掌 心 向
上，向前放下
指自己再指别
就当向众人....		
人
用右手手指碰
行善。........		
触下巴
合掌之后分开
加拉太书6:10..		
你也可以唱诗歌《让我们向世
人行善》（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65
首）

探讨
问：乃缦的工作是什么？
（亚兰王的将军）他是善战的军
人吗？（是）他把小侍女带去哪
里？（叙利亚）小侍女的工作是
什么？（伺候乃缦夫人）她有尽
心服侍上帝吗？她是怎样做的？
（做一个好仆人、乐意的心、仁
慈、关怀和服从）
当有人叫你帮忙，你通常有
什么回应？你有否在帮助人的时
候，向人宣扬你在服侍上帝？你
愿意这样做吗？记得我们的主题
信息吗？一起读出来：
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
以侍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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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我在哪里
你需要：
□歌本

请学生猜你所描述的地方，并
告诉他们在那里可以怎样服侍上
帝。说︰
1.这是你居住的楼房，有
床、椅子、厨房和浴室。
（家）
2.这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有
老师在，学生坐在桌子后
面。（学校）
3.这是孩子玩耍、荡秋千和
堆沙的地方。（游乐场）
4.这是你去探望朋友的地
方。（朋友的家）
5.这地方，你一星期来亲近
耶稣一次，唱诗歌、认识
上帝和与朋友见面。（教
会）

你需要去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传
福音吗？（不一定）你是传教士
吗？（是的）你可以在邻近地区
向他人宣扬耶稣的福音，或在游
乐场、学校、小吃部等等，任何
地方。而且，你不需要只是说，
也可以用行动来表现。
你如何以行为宣扬耶稣？（帮
助人、做到仁慈和温柔、服从父
母、鼓励他人、安慰受伤或生病
的人、分享、不自私）这样，在
哪里都可算是传教士。无论身处
何地，你都可以服侍上帝。我们
一起唱首歌，唱《在何方》（小
小声音赞美祂第311首）我们一起
来读今天的主题信息︰
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
以侍奉上帝

探讨
问：你知道什么是传教士吗？
是的， 他们是传扬耶稣的人。

信息分享
在世界何处？
你需要：
□地球仪或
世界地图
□世界地图
图案（见
第144页）
□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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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影印一张世界地图给每位
学生（见第144页）。向学生展示
地球仪或世界地图，协助他们找
出他们居住的地方，说︰我们今
天的圣经故事，是关于一个来自
以色列的小侍女，以色列就在这
里（指地图或地球仪）。她被掳
去叙利亚，这里是叙利亚；协助

学生从地图或地球仪找出位置，
向学生展示它们的距离有多远。
请学生为这个“世界”着色。

探讨
问：你可以在世界的哪里帮助
人？（任何地方）你需要去离家
很远的地方吗？（不需要）你可
以在任何地方服侍上帝。
这星期你会在哪里服侍上帝？

服第五课
務
把着色的地图拿回家，向人讲述
小侍女的故事时，与他们分享。
小侍女不管在哪里都服务人。我
们一起来读今天的主题信息：

无论身处何地，我们都可
以侍奉上帝

结 束
唱：《再见祈祷者》（小小声音赞美祂第44
首）。做以下的祈祷：感谢耶稣，让我们能在任何地
方服侍你。我们爱你，奉主圣名，阿们。

赞美和祈祷
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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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要我做大光》（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02首）
《扬帆出海》（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5首）
《五个小传教士》（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08首）
《我的小小光》（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13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的故事。

捐

献

说：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服侍上帝，也可以奉献钱财
来敬拜衪。

祈

祷

说：我们一起祷告，请跟着我念，感谢耶稣，使我们能为
服务他人，藉着向他们传福音来服侍你。奉主圣名，阿们。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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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小侍女
经文
列王纪下
5：1;2
参考资料
《先知与君
王》第190、
191页

存心节
“所以
有了机会，
就当向众人
行善。”
加拉太书
6：10

信息
不管我们
身处何地，
我们都可以
服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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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在家中帮忙过吗？在祖母家帮忙过吗？在公园？在幼儿园？小
侍女也帮忙过。
小侍女环视厨房，这厨房跟家
里的不同，这里的比较宽敞，有
更多的碗和篮子。她是个灵巧的
厨师，常帮母亲做些美味的面包
和炖汤。
接着，小侍女环视餐厅，这餐
厅和以前的也有点不一样。这里
有大餐桌，比以前家里的餐厅大
多了。她看见角落有把扫帚，另
一张小餐桌上堆放着许多餐盘。
小侍女擅长打扫，尤其是难以清
理的角落。她也擅长整理餐桌，
她母亲教导她收拾的技巧。
她知道这里是亚兰军队将
军——乃缦的家，他身居要职，
是一个善战的军人。他最近领兵
与她的国家以色列争战，并且胜
利了。
突然，一位身穿鲜黄色衣服
的女士走进房间，对小侍女笑了
笑：“啊，你一定是我丈夫，提
及的那个小侍女了，我是乃缦夫
人，你接下来要做我的婢女。
来，小侍女，我告诉你，你需要
先做什么。”说着那夫人领小女
孩走过一道长长的走廊。
小女孩跟随着乃缦夫人到了一
个房间。乃缦夫人指指床，小侍
女知道床需要整理。乃缦夫人吩
咐她整理床、扫地和清洁家具。
小侍女很快就适应了乃缦夫
人要她每天做的琐事。小侍女每
天勤劳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很
长，她也从不抱怨或发牢骚。父

母曾教导她要做一个乐于助人的
孩子，尽力做好每一样工作。有
时候小侍女也想出去玩，但她却
从不停下工作去玩，直到把全部
的工作都做好。
乃缦夫人和乃缦将军都注意
到，小侍女把工作做得很好，每
一件事情都做的很妥当，就算再
困难的事，她也不放弃。她没有
怨言，从不牢骚，工作的时候还
面带笑容呢！她很聪明，能做
一些乃缦夫人和乃缦将军都很喜
欢的菜。她善良又乐观。主人呼
唤，她很快就来。她特别听话。
这个来自以色列的小侍女有点
特别，跟其他的仆人不一样。
她有什么不一样呢？她认识
上帝。小侍女在行每一件事上服
侍上帝，无论她身在何处都服侍
上帝，无论是在她以色列的家，
或在乃缦将军和乃缦夫人的家。
小侍女被掳掠离家，照理说，她
应该忌恨乃缦将军，但她相信上
帝，无论在哪里，上帝让她怎么
做，她就怎么做。
不管身在何处，你都可以服侍
上帝。你可以在家中帮忙，吃完
饭后，将用过的盘子放进水槽，
为家具掸灰尘，与你兄弟姐妹快
乐玩耍。将玩具与朋友分享，在
游戏的地方，以微笑对待其他孩
子。以上所说的这些地方和表现
都是在服侍上帝。无论你身处何
地，就是在服侍上帝。

学生本

第五课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这星期的每一天，一起读本课的
故事，用以下动作温习存心节。
所以有了机会，... 双手掌心向上，
向前放下
就当向众人....... 指自己再指别人
行善。........... 用右手手指碰触
下巴
加拉太书6：10.....合掌后分开
星期日
与孩子一起研读列王纪下5:1，
2。问：乃缦的工作是什么？小侍女
的工作是什么？她是上帝的忠心使女
吗？她在什么地方服侍上帝？
帮你的孩子制作一个快乐助手的
图。列出这星期每一天你孩子要做的
事。当事情完成时，在那日历的旁边
画一个微笑的脸。
星期一
唱“耶稣要发光”
（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02
首）
看一看厨房、游乐场、
店铺、图书馆、教堂等图
片。或者在你家里走一走，
在每一个房间稍做停留。
问：你在这里怎样服侍上帝呢？让孩
子说出他们能服侍上帝的三个地方。
星期二
鼓励孩子在与人分享在学校做的

“世界地图”，同
时，向他们说小侍
女的故事。（或画
一个圆圈代表地
球，在这圆圈当中，画
出你自己国家的一个简单
轮廓。在上面将存心节写
出来，同时让你的孩子
上色）
星期三
唱一首宣教的歌曲，看国外的照
片或从国外来的物品。问：为了服侍
上帝，你愿意去一个不同的国家吗？
你在什么地方可以成为一位传道人？
星期四
与孩子表演服侍上帝的各种方
式，还有在学校、家里、朋友的房
子、邻居家、商店里等，有什么
不同？
与你的孩子谈论小侍女帮
助乃缦太太的故事，请孩子帮
助做家务。
星期五
在礼拜时，与你家人表演圣经故
事。让孩子展示星期天做的快乐助手
图。
请他们回忆过去的几天里都做了
哪些帮助，并数数有几件？感谢上帝
让你的孩子乐意帮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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