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课

小侍女服侍上帝
服

务

上帝教导我们如何服侍

经文
列王纪下5:1-8；参考资料《先知与君王》第191、192页
存心节
“愿上帝……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你们。”帖撒罗尼迦后书
2:16,17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知道：他们在言语行为上服侍上帝。
感受：有与人分享上帝福音的强烈愿望。
回应：藉着他们的言语和行为分享上帝的福音。
主题信息
我们藉着言语行为来服侍上帝

课前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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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概要

这是关于服侍的教导

乃缦从以色列国掳回来的小侍
女，成了他妻子的好帮手。这个小
侍女是一个顺从、善良和勤劳的仆
人。他们注意到她的行为足以表明
她对上帝的信心。小侍女告诉乃缦
将军和夫人，上帝和衪的仆人──
以利沙可以医治他的大麻风。

我们用言语行为传扬上帝去服
务他人，人们看到我们的一言一
行，就知道我们代表谁。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这个小女子远离家乡，虽沦
为奴仆，却成了上帝的一个见证
人，无意之中竟实现了上帝拣选

服

务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

2

3
4

预备活动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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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钟

A.木偶戏
B.如何服侍上帝？
C.喜乐的声音

• 皮影戏偶或木偶（随
意），挂毯
• 没有
•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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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圣经皮影戏偶，挂毯
• 圣经
•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情景实例

• 没有

信息分享

＜15分钟

秘密信息蝴蝶

• 蝴蝶图案（见第145
页），纸，笔，勾针，蜡
笔，剪刀，胶带

以色列做祂子民的旨意。当她在这
信奉异教的家庭中服务时，她对于
主人的病深表同情。”《先知与君
王》第190页。
“那位……差遣以色列的小女
子去帮助亚兰国元帅乃缦的主，今
日也差遣男女和青少年作祂的代
表，到凡需要神圣救助与指导的
人们那里去。”《奋斗与勇敢》第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221页。
你是否曾藉着言语和行为带领
人到基督面前？你的学生能从你的
言行中看到你对耶稣的爱吗？

教室布置
参考第5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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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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

A.木偶戏

协助学生使用皮影戏偶或木偶。设置一个有关以
□皮影戏偶
或木偶， 我们的言行服侍上帝的情景，让孩子们表演。（表
挂毯
现友善，传扬上帝的福音，与人分享和帮助人）

探讨
问：你找到用皮影戏偶（木偶）与人分享上帝的方法了吗？可
以怎么用？今天，我们会学习到小侍女如何告诉乃缦将军和他妻子
有关上帝的福音。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们藉着言语行为来服侍上帝
我们一起读。

B.如何服侍上帝？
协助学生轮流表演，以自己的言行服侍上帝的方法（安慰他人、
给他人水、分享玩具或说一些鼓励的话）其他人来猜每个学生在做
什么。

探讨
问：你如何以自己的言行去帮助他人认识上帝？当你待人友善
时，你是否在服侍上帝？你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服侍上帝？（传讲
衪，帮助他人，不自私，顺从等）我们藉着言行来服侍上帝，今天
我们会学习到，小侍女如何告诉乃缦将军和他妻子，有关上帝的福
音。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们藉着言语行为来服侍上帝
我们一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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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第六课
務
C.喜乐的声音
请围成一个圆圈坐下。（较多人的班级多围几圈）说：想想你能
发出的最快乐的声音。请第一位学生向身旁的学生发出他认为最快乐
的声音，第二位学生学着把这个声音传给下一位。绕着圆圈以此类
推，最后所有人一起发出这声音。重复第二位学生最快乐的声音。

探讨
问：什么时候你会发出快乐的声音？（在做喜欢的事时，当一些
事情令我快乐时）你能说出这世界上其他快乐的声音吗？（音乐，鸟
儿歌唱，蟋蟀唧唧叫）你知道向他人传讲上帝，也是一种很快乐的事
情吗？上帝喜爱你们如此服侍衪。今天我们会学习小侍女如何告诉乃
缦将军和他妻子，有关上帝的福音。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们藉着言语行为来服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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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的双唇》（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10首）
《分享好消息》（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12首）
《我的小小光》（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13首）
《我们是祂的双手》（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14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的故事。

捐 献
说：当我们在奉献时，就是在服侍上帝。

祈 祷
说：我们一起祷告，请跟着我念，感谢耶稣使我们能为他
人做事，向他们传讲福音来服侍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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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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圣经玩偶
□挂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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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说故事时，使用相应的圣
经玩偶。

说故事
小侍女小心翼翼地拿起香水
瓶，除去瓶身的灰尘，她特别喜
欢做这个工作，那些瓶子实在太
漂亮了，平时，阳光从卧室的窗
户照射进来，把瓶子照得闪闪发
亮。但今天却没有。
因为今天布帘掩着窗户，乃缦
的太太躺在床上的暗处，低声啜
泣。小侍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乃缦将军患了大麻风，没有人能
治。大麻风使他的皮肤斑白，使
他的手指和脚趾完全失去知觉。
所以乃缦太太非常伤心。
善良的小侍女踮着脚悄悄地走
近床边。“我希望我的主人乃缦
能去见我国中的先知，”她轻声
说道，“以利沙先知必能治好他
的大麻风。”
乃缦太太连忙擦去眼泪，问：
“孩子，你说什么？”
于是，小侍女就将住在以色列
的先知──以利沙的所有事迹告
诉乃缦太太。她说，天上的主藉
着先知以利沙行了许多神迹。小
侍女还将她从父母那里，所知晓
关于上帝的所有事情，全都告诉
了乃缦太太。
乃缦太太挪开脚上的毯子，
很快就从床上起来，说：“取些
水来让我洗脸，我要告诉我的丈
夫。”
乃缦将军是王的好朋友，他是

皇家军队的将领。乃缦将军把小
侍女告诉他妻子的话转告王。
“去吧！”王说，“去见那先
知，我会为你给以色列国王写一
封信。”于是他写了封信给以色
列的国王，“我打发臣仆乃缦去
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
的大麻风。”（列王纪下5:6）
乃缦将军带了些礼物，有金
子、银子和十套美丽的衣裳，做
为谢礼。
但以色列王并不在乎乃缦的
礼物，他看了亚兰王的信，再看
看站着前面长大麻风的乃缦，非
常苦恼。以色列王知道自己又不
是上帝，他哪能治好乃缦呢？他
不明白为什么亚兰王会认为他可
以。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感到苦
恼，就会撕裂衣服。以色列王就
这样做了，他撕裂王袍，心里满
了怨言。
以利沙先知听说王的苦恼以致
撕裂王袍，就差人去见王，说：
“你为什么撕裂王袍呢？可以叫
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
列中有先知了。”以利沙先知明
白王不能治好乃缦，知道自己也
不能，但以利沙先知明白他代表
上帝，上帝能治好乃缦将军。
以利沙先知和小侍女都希望乃
缦将军认识上帝，小侍女从她帮
乃缦夫人做的每件事和说的每句
说话中显示了她对上帝的爱，她
喜爱与其他人分享上帝。

探讨
问：你认为小侍女知道乃缦

服第六课
務
将军病了她有什么感受？（她感
到难过，为他感到惋惜，她想帮
助他）小侍女建议乃缦将军做什
么？（去见以色列找先知医治）
你认为乃缦相信自己能被小侍
女的上帝治好吗？（可能相信）
他可能相信她，因为他照她的建
议去做，他看见她是一个怎样的
人──亲切、善良、忍耐、顺从
和快乐的仆人。
乃缦和他妻子知道小侍女只向
她的上帝敬拜和祈祷，小侍女告
诉他们有关上帝的福音，乃缦听
从小侍女所说的去做。

圣经研究

你需要：
打 开 列 王 纪 下 □圣经
5:1-8，指着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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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
问：乃缦得了什么病？（大麻
风）小侍女告诉乃缦夫人，她丈
夫应该怎么办？（去见她国家的
先知）
为什么以色列王收到亚兰王的
信会感到苦恼？（因为信上说乃
缦要来以色列国治大麻风，而以
色列王不能医治他）
当以利沙听说王的苦恼时，
他怎么做？（他差人告诉以色列
王，让乃缦到他那里去，上帝能
够医治他）

小侍女与人分享上帝，完成一
件服侍上帝的好工作，她以自己
的言行来分享上帝。
记得我们的主题信息吗？让我
们一起读出来：
我们藉着言语行为来服侍上
帝

存心节
打开帖撒尼罗迦后书2:16,17。
说：我们的存心节记载在上帝的
话语──圣经之中。大声读出
来。“愿上帝……在一切善行善
言上，坚固你们。”按以下的动
作教导存心节。
愿上帝… …

你需要：
□圣经

向上指

伸出双手，掌
在一切善行		
心向上
指着嘴巴
善言上，
		
抬手，握紧拳
坚固你们。		
头，表现肌肉
合掌后分开
帖撒尼罗迦
后书2: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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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情景实例
你读完每一个案例后，问学
生，他们能怎样帮忙，请他们表
演出来。
1.你的朋友茱莉安娜跌倒，擦伤
了膝盖，你可以怎样服侍上
帝？（扶茱莉安娜起来，安慰
她，拿绷带来帮她包扎）
2.你的朋友乔那森告诉你他很难
过，因为他的宠物兔子死了，
你可以怎样服侍上帝？（以拥
抱或祈祷来安慰他，说些鼓励
的话，如：“耶稣知道你的感
受”，或者和他分享你的玩
具）
3.你看见祖母正尝试弯腰捡起地
上的东西，但她没有办法做
到，你可以怎样服侍上帝？
（帮她捡起来）
4.你叔叔的主管告诉他，他被开
除了，叔叔很难过，他为找新
工作的事担心，你可以怎样服
侍上帝？（提醒叔叔，上帝爱
他并会看顾他，为找新工作的
事代祷，以拥抱或鼓励的话来
安慰他）
5.妈妈叫你整理餐桌，准备开饭，
而你玩拼图正玩得起劲，你要
怎样服侍上帝？（迅速乐意服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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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你的邻居刚动完手术，他现在
回家了，但大部分时间仍须留
在床上，你可以怎样服侍上
帝？（画一张康复卡给你的邻
居，帮妈妈或爸爸为他做些食
物，打电话跟他说祝他早日康
复，为他祈祷）
7.住在你对街的朋友不去教会，
而这几个星期，你的教会将举
办假期圣经学校的活动，你可
以怎样服侍上帝？（邀请你的
朋友一起参加）
8.你爸爸不小心遗失了钥匙，他
找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
你可以怎样服侍上帝？（帮爸
爸找，帮他祈祷，说些鼓励的
话）

探讨
问：你这个星期能找些方法服
侍上帝吗？记得那个小侍女，她
以自己的言行服侍上帝，我们也
可以这样做。
张开眼睛，仔细聆听寻找服侍
上帝的方式，如我们的存心节所
说，上帝能帮你在自己的言行上
做衪的好仆人，让我们一起说出
主题信息：
我们藉着言语行为来服侍上
帝

服第六课
務

信息分享
秘密信息蝴蝶
事先准备一份 你需要：
蝴蝶图案（见第
□蝴蝶图案
145页）。
（见第145
把那图案和一
页）
支勾针或通条发
□纸
给每位学生，在
□笔
纸上写一句秘密
□勾针或通
的信息，如“上
条
帝爱你”，并复
□蜡笔
制一张给每位学
□剪刀
生。
□胶带
告诉学生，
他们将做一只秘
密信息蝴蝶，可以带回家与人分
享。请他们把写着秘密信息的纸

卷起来，用胶带贴成蝴蝶的身
体。请学生为蝴蝶着色，并剪下
来。

探讨
问：你想跟谁分享你的秘密信
息蝴蝶？为他们做好事，在你的
秘密信息里与他们分享上帝，就
是在服侍上帝。你也可以告诉他
们小侍女的故事，和她如何以自
己的言行服侍上帝。让我们最后
一次说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当我们与别人分享上帝的信
息时，就是在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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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能以自己
的言行服侍你，请帮助我们记住这点，奉主圣名，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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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小侍女服侍上帝
你知道怎样服侍上帝吗？小侍女以她的言语行为来服侍上帝。

经文
列王纪下5:18
参考资料
《先知与君
王》第191、
192页

存心节
“愿上帝……
在一切
善行善言上
坚固你们。”
帖撒罗尼迦
后书2:16,17

主题信息
我们藉着
言语
行为来
服侍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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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侍女小心翼翼地拿起香水
瓶，除去瓶身的灰尘，她特别喜
欢做这个工作，那些瓶子实在太
漂亮了，平时，阳光从卧室的窗
户照射进来，把瓶子照得闪闪发
亮。但今天却没有。
因为今天布帘掩着窗户，乃缦
的太太躺在床上的暗处，低声啜
泣。小侍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乃缦将军患了大麻风，没有人能
治。大麻风使他的皮肤斑白，使
他的手指和脚趾完全失去知觉。
所以乃缦太太非常伤心。
善良的小侍女踮着脚悄悄地走
近床边。“我希望我的主人乃缦
能去见我国中的先知，”她轻声
说道，“以利沙先知必能治好他
的大麻风。”
乃缦太太连忙擦去眼泪，问：
“孩子，你说什么？”
于是，小侍女就将住在以色列
的先知──以利沙的所有事迹告
诉乃缦太太。她说，天上的主藉
着先知以利沙行了许多神迹。小
侍女还将她从父母那里，所知晓
关于上帝的所有事情，全都告诉
了乃缦太太。
乃缦太太挪开脚上的
毯子，很快就从床上起
来，说：“取些水来让我
洗脸，我要告诉我的丈
夫。”
乃缦将军是王的好朋
友，他是皇家军队的将
领。乃缦将军把小侍女告

诉他妻子的话转告王。
“去吧！”王说，“去见那先
知，我会为你给以色列国王写一
封信。”于是他写了封信给以色
列的国王，“我打发臣仆乃缦去
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
的大麻风。”（列王纪下5:6）
乃缦将军带了些礼物，有金
子、银子和十套美丽的衣裳，做
为谢礼。
但以色列王并不在乎乃缦的
礼物，他看了亚兰王的信，再看
看站着前面长大麻风的乃缦，非
常苦恼。以色列王知道自己又不
是上帝，他哪能治好乃缦呢？他
不明白为什么亚兰王会认为他可
以。在那个年代，如果你感到苦
恼，就会撕裂衣服。以色列王就
这样做了，他撕裂王袍，心里满
了怨言。
以利沙先知听说王的苦恼以致
撕裂王袍，就差人去见王，说：
“你为什么撕裂王袍呢？可以叫
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
列中有先知了。”以利沙先知明
白王不能治好乃缦，知道自己也
不能，但以利沙先知明白他代表
上帝，上帝能治好乃缦将军。
以利沙先知和小侍女都希望乃
缦将军认识上帝，小侍女从她帮
乃缦夫人做的每件事和说的每句
说话中显示了她对上帝的爱，她
喜爱与其他人分享上帝。
你也可以藉着言行服侍上帝，
使其他人知道你爱上帝。

学生本

第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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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上帝........... 向上指
在一切善行....... 伸出双手，掌心
向上
善言上，......... 指着嘴巴
坚定你们。....... 抬 手 ， 握 紧 拳
头，表现肌肉
帖撒尼罗迦后书... 合掌后分开
2:16,17
星期日
鼓励孩子，将在班上做的秘密信
息蝴蝶与人分享，并告诉他们有关小
侍女的故事。（或帮他们写一段秘密
信息，例如：上帝爱你）
星期一
一起研读列王记下5:1-8，问：小
侍女如何服侍上帝？乃缦认为上帝会
医好他吗？小侍女是用她的言行服侍
上帝吗？
这星期安排一项
计划，藉着帮助一位
邻居长者或朋友，使
你和你的孩子能服侍
上帝。
星期二
唱“耶稣要我做大光”
（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02首）
让孩子拨电话，或拜访一位生病
的朋友或邻居，告诉他们，上帝爱他

们，你也爱
他们。今
日就为那
人祷告。
星期三
家人轮流表演出自己要用怎样的
言行方式来服侍上帝。（使某人感到
安慰，将一杯水给某人，将玩具与人
分享等等）猜猜看别人的反应是什
么？决定其中一件事，今天就去实
行。
星期四
协助孩子画一个开心的脸 和一
个伤心的脸 ，读到课文有关快乐的
事时，就手持快乐的脸，同样的，有
关悲伤的事就用手持悲伤的脸。说：
当乃缦从小侍女那里听见上帝能治好
他，你认为这会使他快乐吗？
唱“我的小小光”（小小声音赞
美祂第313首）
星期五
与你的家人共同表演这则圣经
故事，在演乃缦的人身上，用白
色圆贴布或粉笔点上，代表大
麻风。
唱几首帮助别人的歌曲，感谢
上帝给我们机会，为别人做好事，对
待别人言语温柔。请求祂帮助你的家
庭，常常能做好服侍祂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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