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第三課‧亞伯拉罕的救援行動

亞伯拉罕的救援行動
本月主題：
經文
創世記14章；參考資料
《先祖與先知》第8章

上帝呼召我們為他人服務。

故事大綱
當亞伯拉罕得知他的姪兒羅得及其家人被敵人擄去的時
候，他率領了318個壯丁追趕敵人，他準備進行夜間突襲。
敵人被嚇跑了，留下他們的兵營、俘虜，以及在所多瑪城搶
來的全部財物。亞伯拉罕和他的下屬釋放了俘虜們、收拾好

存心節

所有的贓物，然後返回所多瑪。麥基洗德身為撒冷王及上帝

“用愛心互相侍奉。”

的祭司，他與所多瑪王一同出來迎接他們。亞伯拉罕將全部

加拉太書5：13

所得的十分之一交給麥基洗德。雖然亞伯拉罕可以保留他的
戰利品，他仍然將其餘所有的財物都還給所多瑪王，沒有為
自己留下一絲一毫，僅為與他一同出征的三位戰友爭取了一
些好處。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上帝要他們不求回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亞伯拉罕願意去營救那些被敵人擄去的人，這是一項對他

報的為他人服務。

鄰居及親友無私的服務。亞伯拉罕將戰利品的十分之一交給

感受從無私的服務中得

麥基洗德時就已將他無私的天性表現出來了，然後他將其餘

到滿足。
回應每天為他人做一些

的十分之九都歸還給所多瑪王時，他無私的天性更是展露無

特別的事情。

遺。孩子們也能像亞伯拉罕一樣執行簡單的服務，而不求回
報。

教師補充材料
西訂谷是一個窪地，充滿了石漆坑，就像裝滿了柏油的大
信息
我會用愛心侍奉他人。

洞一樣。約旦河流進這個山谷，逐漸將它灌滿水，直到它成
為鹽海，也就是如今的死海。這裡是地球表面的最低點，位
於海平面下大約1500英呎（395公尺）。
考古學家認為，所多瑪和蛾摩拉位於死海的南端。如今死
海南端的海面上，漂浮著一團團的柏油塊（瀝青或粘泥）。
撒冷，也就是麥基洗德為王的城市，後來被稱為耶路
撒冷，上帝的城市。麥基洗德名字的意思是：“我王是公
義”，他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國王。

教室佈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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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見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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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歡

迎

時

間

持續進行

活

動

在門口歡迎學童，
聆聽他們開心／煩惱的事情
A‧特別為你準備的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10分鐘 B‧帶著微笑的服務

所需材料
無
聖經
紙袋、各種物品、聖經

C‧傳下去

聖經

交誼

無

頌讚

歌本

＜10分鐘 聖工
奉獻

《兒童聖工消息》
收捐袋

禱告

聖經課程

課程應用

分

享

＜20分鐘

＜15分鐘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成人服飾、成
年男士

存心節

聖經

聖經研究

聖經

A‧你能夠做些什麼

情景腳本

B‧將什一奉獻歸還給上帝

什一奉獻信封

＜15分鐘 敦親睦鄰之愛

敦親睦鄰愛心禮卷

“讚美和祈禱”部分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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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教課

歡迎
在門口歡迎學生。詢問他們過去的一週有開心或煩惱的事嗎？鼓勵他們分享在上一課所學
到的體驗，以你所挑選的預備活動開始。

預備活動
請選擇最切合的預備活動。

A．特別為你準備的
告 訴 孩 子 們 ： 請 大 家 不 要 你需要：
彼此討論，想出一件你在這個 □聖經

袋。）告訴他們：請你們看

想辦法向大家表達，你可以

星期裡白白得到的東西，一件

如何使用紙袋裡的東西去侍

你不用付出代價，卻可以擁有或使用的東

奉他人。給孩子們充分的時

西。給孩子們充分的時間。想出來了嗎？

間，然後請各組示範一下。

現在請你找一個伙伴，告訴對方那是什麼

問問全班：這一組的小朋友

東西，為什麼你可以白白得到它。例如：

是怎麼侍奉他人的？

你可能說你撿到了一枚硬幣，因為是你撿

总結

到的，所以你白白得到它。給孩子們充分

你需要：

看自己紙袋裡面的東西，但 □紙袋
是不要讓班上其他人看到。 □簡單的物

品（筆、
書、工
具、紙
杯、毛巾
等等）
□聖經

唸出加拉太書5：13（存心節）。問：當

的時間分享。然後唸出雅各書1：17。

別人幫助你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當你

总結

有能力幫助別人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

當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

耶穌為什麼要我們幫助別人？（向他們展

的時間回答：如果上帝白白賜給我們那麼

現祂的愛。）上帝以許多不同的方式向我

多的東西，你們認為祂要我們怎麼使用這

們展現祂的愛。當我們為他人服務時，我

些東西？（祂要我們與他人分享。）當我

們就是在向他們展現上帝的愛，而這正是

們與他人分享上帝的禮物時，我們稱之為

今天的信息：

侍奉。上帝要我們用愛心侍奉他人，而這

我 會 用 愛 心 侍 奉 他 人 。

就是我們今天的信息：

我會用愛心侍奉他人。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C．傳下去
B．帶著微笑的服務
預先在每個紙袋中，放一樣常見、簡單
的物品。

你需要：

告訴孩子們：現在請大家閉 □聖經
上眼睛，想一件你可以為別人
做的好事。如果需要的話，可以給他們一

將孩子們分成小組，每組發一個紙袋。

些提示，例如：擁抱、微笑、讚美、善意

（若人數很少，發給每位小朋友一個紙

的話語、輕撫對方的背部等等。你們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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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鐘的時間，看看你們能夠在課室裡可以

玩等等。）你們剛剛已將上帝的愛展現給

為多少人做好事。每當你們為一個人做好

大家，你們剛剛就是在彼此侍奉。用愛心

事時，請向對方說：“上帝愛你，請傳下

侍奉他人的感覺如何？

去。”給孩子們充分時間進行。

當我們送出上帝愛的禮物時，我們就是

总結

在遵行祂的旨意。你們會在這一週裡將上

唸出加拉太書5：13（存心節）。問：剛
剛發生什麼事情？（剛剛真忙啊；我為____
人做好事；接受我所做的事的人笑了；很好
Any
Time

交

帝的愛送給他人嗎？我們今天的信息是：

我會用愛心侍奉他人。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讚美和祈禱

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誼

分享孩子們之前在門口時向你述說的喜樂及哀傷（開心(煩惱)之事）（如
果恰當的話）。複習上週的存心節。給所有來賓一個特別溫暖的歡迎及問
候，並一一介紹其姓名。宣佈本週壽星或特別事項報告。

頌

讚		

請選擇合適的詩歌。

聖

工

講一個《兒童聖工消息》的故事，強調服侍。

奉

獻

與孩子們談談關於侍奉的主題，特別是與亞伯拉罕有關

你需要：

的部份。討論十分之一及奉獻在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性。 □收捐袋
使用你上週所使用的收捐袋。

禱

告

在禱告前，一起唱“進入我心（“Into My Heart”請選擇合適的詩
歌）”。
問問孩子們，他們最近是如何幫助他人的。禱告祈求上帝在每位小朋友尋
找方法侍奉祂及其他人時，得蒙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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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位族長支援我們。在我們一同追趕那四個王

請一位成年男士飾演亞伯拉罕。在講這個
故事之前，讓孩子們練習下列動作：

[伸出四根手指頭]的時候，我持續不斷地禱
告。

當他們聽見：

他們要做：

四個王／城市

伸出四根手指頭。

上了那四個大城的王[伸出四根手指頭] ，以

五個王／城市

伸出五根手指頭。

及他們的軍隊。夜裡，我們發動突襲。這四

上帝		

向上指。

個王[伸出四根手指頭]認為自己肯定被大軍

俘虜		

雙腕交叉。

包圍了，就丟下一切逃跑了！他們撇下他們

我們終於在北邊，一個叫做但的地方，追

的俘虜[雙腕交叉] ，以及他們搶來的所有東

說故事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西。他們連自己的東西都沒有帶走！

你需要：

我的名字叫做亞伯拉罕。 □聖經時代的
上帝[向上指] 一直與我同
成人服飾
在，並且在許多方面賜福 □成年男士

我們很快地列隊回家了。五個小城[伸出
五根手指頭]的每個居民都大大地鬆了一口
氣，很高興能夠再度恢復安寧。
在返家的路上，我們遇見了所多瑪王。他

給我。讓我來告訴你們，

很高興，他們五個王[伸出五根手指頭] 沒有

有一次上帝[向上指] 幫助我為我鄰居服務的

做到的事，我們卻做到了。我們也碰到了撒

事情。事情是從四個大城的王[伸出四根手

冷王麥基洗德，他也是侍奉上帝[向上指] 的

指頭] 決定要侵略五個小城[伸出五根手指頭]

祭司。他為我們帶來食物和飲料，以及來自

開始的。這五個小城[伸出五根手指頭]的

上帝[向上指]的特別祝福。

王，制定了一項作戰計劃，來保衛他們的五

我知道是上帝[向上指] 將勝利賜給我們

個城市[伸出五根手指頭] 。但是這項計劃沒

的，所以我將我們全部所得的十分之一，交

有成功！他們不久就要逃命了！他們失去了

給了這位身為祭司的王，作為給上帝[向上

很多士兵及人民。

指]的什一奉獻。所多瑪王說我可以將其餘

那四個大城的王[伸出四根手指頭] 很快就

的戰利品留下，但是我拒絕了。我把所有的

扺達了所多瑪城，也就是我的姪兒羅得居住

東西都還給那些在那四個王[伸出四根手指

的城市。他們佔領了那個城市，並且抓走許

頭] 手裡吃了許多苦的人們。上帝幫助我為

多俘虜[雙腕交叉] ，我姪兒也是其中之一，

他人服務，這就已經使我心滿意足了。

他們還掠奪了許多牲口及財物。

总結

有一個俘虜[雙腕交叉] 逃脫了，跑來告訴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請給他們充

我事情的經過。我立刻集結我的318個受過

分的時間回答：你們認為當羅得及其他人被

戰鬥訓練的下屬，然後迅速追趕那四個大

擄走時，他們有什麼感受？如果你是其中一

城的王[伸出四根手指頭] 。我還請了其他幾

個俘虜，你會怎麼辦？你們認為當亞伯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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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有那麼多人被擄走時，他有什麼感受？
在亞伯拉罕追趕那四個大城的王時，他做了
什麼事？到底是誰打贏了那場仗？（是上

務

第1-9節．請孩子們在閱讀
你需要： 過程中數一數有幾個王。然後
□聖經
問他們：是什麼原因引發了這

帝！）亞伯拉罕為什麼將他全部所得的十分

兩邊的王之間的戰爭？（請

之一交給麥基洗德？（麥基洗德是上帝的祭

見第4節。為了推翻基大老瑪對這五個王

司；一切都是屬於上帝的；那是給上帝的什

12年來的統治。）若你選擇進行的話，讓

一奉獻。）亞伯拉罕為什麼不留一點東西給

孩子們試試唸“基大老瑪”應該會相當有

自己？你們認為當亞伯拉罕拒絕留下任何東

趣。

西時，所多瑪王有什麼想法？讓我們一起讀

第10-12節．問：經文裡所記載的戰爭結

創世記15：1。給孩子們時間。亞伯拉罕是

果是怎樣？（那四個王贏了；五個小城的

否有得到報償呢？（有，上帝與他同在。）

王輸了。四個大城的王從所多瑪掠奪了許

你們認為當你們為別人服務時，上帝是否會

多財物、所有的糧食，還俘擄了很多人，

與你們同在呢？亞伯拉罕用愛心侍奉他的鄰

包括羅得和他全家。）

舍。當我們用愛心侍侍奉他人時，我們會讓

第13-16節．問：亞伯拉罕怎麼幫助他

上帝感到高興。而這讓我們想到我們今天的

的姪兒羅得？（去與敵方四個大城的王戰

信息。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鬥；規劃了一項夜間突襲；救出了羅得及
其他所有的人…等等。）

我會用愛心侍奉他人。

第17-20節．問：事實上，贏得了這場戰
爭的是誰？（上帝）你們怎麼知道？（麥

存心節

基洗德的祝福中說的。）亞伯拉罕將什麼

協助孩子們在他們的聖經中
找到加拉太書5：13。將經文 你需要：
大聲唸出來：“用愛心互相侍

□聖經

交給麥基洗德？（全部所得的十分之一）
他為什麼要那樣做？（他很感謝上帝與他
同在，並賜福給他。）我們如今怎麼稱呼

奉。”（加拉太書5：13）運

這十分之一？（什一奉獻）我們為什麼要

用下列動作教授存心節。重复進行，直到孩

將什一奉獻交給上帝？（因為我們所有的

子們將經文記住為止。

一切都是祂所賜予的，祂賜福給我們、提

用愛心		

在胸前交叉雙臂

互相		

指指彼此

第21-24節．告訴孩子們：亞伯拉罕把

侍奉		

彼此鞠躬

被那四個大城的王搶走的所有東西都拿了

加拉太書5：13 將手掌合起，再打開

供我們一切所需、看顧我們……等等。）

回來。依戰爭的規矩來說，那些東西都是
屬於他的了。他選擇留下哪些東西？（他

聖經研究

什麼也沒有留下。他將十分之一交給麥基

協助孩子們翻到創世記14章。助手看看

洗德之後，就把其餘所有的東西都還給了

是否需要協助他們。閱讀並討論下列問題：

所多瑪王。）亞伯拉罕要求所多瑪王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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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他的要求是什麼？（將與他同行的三

友、他的下屬。）

人所應得的分給他們。）在這整個過程中，

总結

亞伯拉罕都在為哪些人著想？（他的姪兒羅

告訴孩子們：亞伯拉罕有沒有得到報償

得、其他人、他的朋友們、他的幫手…等

呢？讓我們一起來讀下一章的第一節，以找

等。）你們認為亞伯拉罕為什麼為他人服務

出答案。請孩子們唸出創世記15：1，然後

而不求回報？（他關心他們、他們是他的朋

問：上帝給亞伯拉罕的信息是什麼？（“你
不要懼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賞賜

課程應用
A‧能夠做些什麼？

孩子們：你們對為他人服務有什麼想法？讓

將孩子們分成小組。將下

你們有什麼感受？會讓對方有什麼感受？當

你需要：
列各情景腳本分發給不同組 □情景腳本
別。請他們想出一種服務他
人的方法，並與全班分享。（若人數很少，
發給每位小朋友一種情景。）

我們侍奉他人時，會讓上帝有什麼感受？你
們想不想為他人服務呢？為什麼？讓我們一
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我會用愛心侍奉他人。

A.你的鄰居生病了。他們院子裡的花草
已經開始長得過於茂密了。你能夠如何為他
們服務？
B.你在鄰居出遠門的時候，為他們照顧他
們的狗，他們想要付給你一點錢。你該怎麼
辦？

B‧將什一奉獻歸還給上帝
將什一奉獻信封發給孩

你需要：
□什一奉獻
友們設計的信封，請使用
信封
之），並且告訴孩子們，他
子們（如果教會有專為小朋

C.你們班上來了新同學。其他小朋友都排

們可以透過將他們賺來或收到的所有金錢的

擠他。你不想在你的朋友們當中顯得與眾不

十分之一交還給上帝，表達他們對上帝的感

同，他們可能會取笑你。你能夠做些什麼？

謝。

D.你父母親 已 經工作一整天了。在家

準備好硬幣，讓孩子們練習計算給上帝的

裡，他們現在正努力為安息天作好一切準

什一奉獻。請一位義工，示範如何計算那些

備。你能夠做些什麼？

硬幣，並將十分之一放入一個什一奉獻信封

E.你的祖父母寄了一些生日禮金給你。你

裡，然後在正確的地方寫上他們的名字。鼓

能夠如何展現你對上帝的感謝？

勵孩子們下週將什一奉獻帶來。他們可以在

总結

安息日學的時候繳納什一奉獻，直到他們養

唸出羅馬書15：2：“我們各人務要叫鄰
舍喜悅，使他得益處，建立德行。”然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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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習慣為止。你可以借此方式鼓勵他們忠心
繳納。

服

務

分享
敦親睦鄰之愛
唸出創世記14：23。告
訴孩子們：亞伯拉罕知道與
敵方那四個王所打贏的勝
仗，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當他將戰利品還給所多瑪王

居分享。請他們想一件你可以幫忙他們做的

你需要：
□每位小朋
友一張敦
親睦鄰愛
心禮券

事情，然後一起決定什麼時候進行。

总結
問：你們會把自己的禮券送給誰？在你
們將禮券送給對方時，你們會怎麼說？鼓勵

時，就彷彿是侍奉（幫助）

每位小朋友回答。視乎需要協助他們。你們

他人而不接受回報。

為什麼想要幫助他們？請準備在下個安息天

和孩子們討論他們可以與鄰居分享自己
愛心的事情（遛狗、掃行人道、耙樹葉、摺

與大家分享你們的經驗。讓我們再說一次今
天的信息：

衣服、倒垃圾、畫一幅畫、唱一首歌、給一

我會用愛心侍奉他人。

個擁抱、唸一段存心節、微笑、揮手…等
等。）提醒他們，在未經鄰居允許之下，他

結束

們是不應進行其中一些事情的。

為每位小朋友作一個感恩禱告，並且請

將敦親睦鄰愛心禮券發下去，並且告訴他
們：你們可以把這張禮券帶回家，與一位鄰

求上帝幫助他們找到侍奉他人而不求回報的
方法。

敦親睦鄰愛心禮券
“用愛心互相侍奉。”加拉太書5：13
這張禮券可以兌換一份下列愛的禮物（請自下列禮單中挑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及一個擁抱*。這項服務將依您的方便，
無償進行。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唸一段存心節

掃行人道

唱一首歌

耙樹葉

提雜貨

遛狗

倒垃圾

畫一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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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學生本

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亞伯拉罕的救援行動
經文
創世記14章;參考資料《先祖與先知》
第107-111頁

存心節
“用愛心互相侍奉。”加拉太書5：13

信息
我會用愛心侍奉他人。

當葛梅玆老先生生了病，並且必須住
院一段很長時間的時候，貝琪和賈斯
汀決定要幫葛梅玆太太的忙。他們一
聲不響地幫她割了草、整理院子…也
不接受任何金錢。他們在走回家的整
個路程中，都覺得自己彷彿是走在雲
端上一樣，而這想必是亞伯拉罕在遇
見麥基洗德那天的感覺。

有一個俘虜逃脫了，跑去告訴亞伯拉罕
事情的經過。“敵方四個大城的王侵略我們
的城，你的姪兒羅得和他們全家都被擄走
了。”那個人敘述道。
亞伯拉罕立刻召集了他的318位受過戰鬥
訓練的下屬，然後一同迅速追趕那四個敵方
大城的王。想像一下，亞伯拉罕和他一小隊
的下屬，追趕著敵方四個大城的王，以及他
們數千名訓練有素的士兵。敵軍想必能輕而
易舉地消滅亞伯拉罕的小隊人馬。
但是，上帝站在亞伯拉罕那一邊。亞伯
拉罕在一路向北追趕那四個大城的王的敵
軍，直到一個叫做但的地方的路程中，想必
持續不斷地禱告祈求上帝的幫助。亞伯拉罕
和他的下屬在夜間發動了突襲。敵方那四個
大城的王以為自己被大軍團團圍住，就丟下
一切逃跑了！他們撇下他們的俘虜，
以及他們從所多瑪城搶來的所有

事情是從四個敵方大城的王

東西。他們連自己的東西都沒有

率領著他們的大軍侵略五個小

帶走！這些倉皇的敗兵一路往北

城開始的。所多瑪是這五個小

逃，越過大馬色，直到何把。

城之一。亞伯拉罕的姪兒羅

羅得與其他來自所多瑪城的

得就居住在所多瑪城。這五

俘虜很快地獲釋了。大家都開始

個小城的王，帶領他們的軍隊

收拾戰敗的敵軍所遺留下來的東

在西訂谷會合。

西。不久之後，他們開始吃力地走回

“我們可以突擊敵方那四個大城的王，”

所多瑪城。亞伯拉罕該有多麼高興呀—上帝

他們說道，“讓我們攔截他們的軍隊，拯救

借著他救回了羅得，以及來自所多瑪城的所

我們的城市。”

有家庭。在返家的路上，亞伯拉罕一行人進

於是，所多瑪王比拉率軍前行，但是戰況

入了沙微谷，這座山谷位於距離今日的耶路

卻不利於他們。他們陷入了山谷內巨大的石

撒冷不遠之處。在那裡，所多瑪王出城來迎

漆坑中。許多士兵掉進了坑裡。那四個大城

接他們。想像一下，所多瑪王會有多麼的驚

的王知道如何繞過石漆坑，他們很快就扺達

訝與激動—亞伯拉罕及他的下屬在上帝的幫

了所多瑪城。敵軍士兵俘擄了城裡的居民，

助下，完成了他們五個王都做不到的事情！

其中包括羅得在內。他們帶走了俘虜們，並

撒冷王麥基洗德也前來迎接亞伯拉罕一

且還掠奪了許多牲口及其他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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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他同時也身為侍奉上帝的祭司。麥基

服

務

洗德為亞伯拉罕及其下屬帶來食物和飲料。

帝的什一奉獻—每十頭牲口中的一頭、十枚

這位身為祭司的王為亞伯拉罕禱告及祝福，

銀幣中的一枚，金幣亦然。

說道：“願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賜福與亞伯

所多瑪王看見了亞伯拉罕所做的什一奉

拉罕！…把敵人交在你手裡。”（創世記

獻。他很感激地告訴亞伯拉罕，他可以將其

14：19、20）。亞伯拉罕知道是上帝將勝

餘的一切留給自己：“你把人口給我，財物

利賜給他的，所以他高興地清點著他所帶回

你自己拿去吧！”（創世記14：21），他說

來的金銀財寶及牲口。他將全部所得的十分

道。但是亞伯拉罕分毫不取，並且將全部的

之一，交給了這位身為祭司的王，作為給上

東西歸還。他就是樂於助人，為他人服務讓
他很快樂。

親子時間

星期三

安息日

•在家庭靈修時，閱讀並討論瑪拉基書3：
6-12。問：人們如何奪取上帝的東西？
如果你有十枚硬幣，每枚都等值，你要交
給上帝的什一奉獻是多少枚？你會奉獻多
少枚作為樂意捐？什一奉獻及樂意捐的區
別是什麼？
•請求上帝幫助你的家庭忠心繳納什一奉獻
及樂意捐。感謝祂，因你擁有可以奉獻的
東西。

•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與你的家人一起閱讀
本課的聖經故事。問：亞伯拉罕為什麼要
去追趕敵方的四個王？當我們的家人遇到
麻煩的時候，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將本課的存心節教給你的家人。
•為在監獄中的人禱告。

星期天
•與你的家人一同閱讀並討論創世記14：
8-24。將它與你的聖經故事互相對照。
你從聖經中學到哪些故事裡沒有提到的事
情？
•回憶一次不是你家人的人幫助你的經驗。
在今天製作一張感謝卡，並且送去或寄去
給他們。為那個人感謝耶穌。

星期一
•閱讀創世記14：8-24，複習本課的聖經
故事。在家庭靈修中，用你自己的話講這
個故事。問問你的家人，你們如今可以如
何互相幫助。
•一起說出存心節。然後禱告祈求擁有幫助
他人的機會。

星期二
•與你的家人一同閱讀並討論創世記14：
18-20。問：麥基洗德是什麼人？他為什
麼要出來迎接亞伯拉罕和他的下屬？亞伯
拉罕將什麼交給了麥基洗德？為什麼？
•一同說出存心節。然後為你們國家的領導
人禱告。

星期四
•畫出你所感恩的事物。在家庭靈修中展示
並解說給你的家人聽。
•與你的家人一同閱讀並討論創世記14：
21-24。問：所多瑪王為什麼很感謝亞伯
拉罕？亞伯拉罕為什麼不留下他的戰利
品？請家人講述一次他們因某件特殊事物
而感謝上帝的經驗。
•唱一首感恩的讚美詩，然後為上帝賜給你
們全家的一切事物感謝祂。

星期五
‧在家庭靈修中，為你的家人說出存心節。
告訴他們你為什麼要為別人做好事。講講
你今天所做的某件事。
‧請你的家人協助你為一位鄰居做一件好
事。制定計劃並且執行它。你會期望得到
回報嗎？
唱一首關於助人的歌，然後為
你的鄰居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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