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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撒母耳為上帝說話

撒母耳為上帝說話
經文
撒母耳記上12章
；參考資料《先祖與先
知》第59-60章

本月主題：
上帝的恩典對我們來說就是好消息。

故事大綱
撒母耳年紀老了。上帝答應以色列人的要求，賜給他們
一個王。但撒母耳卻提醒他們，過去上帝在他們中間所做的
事。他請求上帝降下雷和雨，好讓以色列人知道他們要求有

存心節
“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
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
名不撇棄你們。”撒上
12：22

一個王是錯的。在暴風雨中，他們感到驚恐，並且承認了自
己的錯誤。上帝仍因他們是祂的子民而感到高興。

這是關於恩典的教導
因為上帝愛祂的子民，祂原諒了他們過去所犯的錯，並
且邀請他們重新過活。當他們承認自己為上帝的子民時，
上帝非常喜悅，並賜給他們力量成為祂的子民。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恩典就是耶穌愛他
們。
感受因上帝選他們作祂的
孩子而尊敬主。
回應思想上帝為他們所做
的大事。

教師補充材料
“在近東一帶收割麥子的時候，正當公曆五六月之間，
是不會下雨的…而在這個季節竟有那麼狂暴的風雨，使眾
民心中懼怕極了。”（《先祖與先知》第60章）。
撒母耳為以色列人設立君王之時，並未退下先知的身
份。他將向以色列人及新王，持續擔任上帝發言人的角
色。參閱撒上12：23、24，以及尼9：17。

教室佈置
佈置一個戶外的場景，有樹木、岩石、帳篷、盾牌等。在
信息
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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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帳篷及盾牌一段距離的地方，放置一些“綿羊”。或者，
以這些材料製作一個壁報欄。

恩

典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歡

迎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聖經課程

時

間

持續

活

在門口歡迎孩子，
聆聽他們開心／煩惱的事情

分

享

無
大型紙袋，裡頭裝一些易
碎物品，如：玻璃杯、
碗、時鐘等；聖經

B．對我的愛

聖經

交誼

無

頌讚

詩歌本

聖工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

“皇冠碗”（請參看活動
內容）

禱告

雨滴形小紙片、玻璃碗

體驗故事

噴水瓶(裝滿乾淨的水)、聖
經時代的服飾、聖經

＜20分鐘 存心節
聖經研究

課程應用

所需材料

A．後果怎樣？
＜10分鐘

＜10分鐘

動

10張雨滴形的紙片、筆、
聖經
聖經、黑板或白板、粉筆
或白板筆

＜15分鐘 不知感恩

自粘繃帶、筆、面紙、乾
淨的外套、舊外套

＜15分鐘 請問我

彩色圖畫紙、剪刀、紙
杯、彩色筆或蠟筆

“讚美和祈禱”部分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49

高

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開始教課

歡迎
在門口一一歡迎孩子們。問問他們這個星期過得如何：他們有什麼開心／煩惱的事情。
讓孩子們開始進行你所選擇的預備活動。

預備活動
請選擇最適合的預備活動。

A．後果怎樣？

有我們想得到的方式。我先開始：有的人
以-擁抱我-來展現對我的愛。下一個講的人

在一個大紙袋中，放一

要說：“有的人以-擁抱我和（加入另一種

些摔在地上就會打破的東

愛的方式）-來展現對我的愛”。持續在團

你需要：
□大紙袋
西，例如：玻璃杯、玻璃
□一些易碎的
盤、鐘、裱框的畫等。
小物品
挑 幾 位 小 朋 友 ， 請 他 □聖經
們輕輕地從紙袋裡拿幾樣
東西出來（一次一樣），
並且將東西舉高，讓大家都看得到。每拿
出一樣東西，就問：爸爸媽媽說，如果你
把這一樣東西摔在地上打破了，後果會怎
樣？

总結

體中進行，每位小朋友要重复說出之前所
說過的方式，並且再加入另一種。（若貴
班人數較多：將孩子們分為6-8人一組，每
組均有成年人協助。）

总結
說：我們真的被愛得很多、很深呢！
讓我們來讀撒母耳記上12：22。協助孩
子們找到經文，然後一起唸出來。“選你
們作祂子民”的意思，就是選你們作祂的
孩子。如果上帝喜悅選你們作祂的孩子，

說：當你打破東西的時候，爸爸媽媽會

祂對你們有什麼感覺？（祂很喜歡我們；

很難過。他們還有可能會生氣，但是他們

祂愛我們。）有哪些人是愛你的人呢？即

仍然愛你。上帝甚至比我們的父母親更愛

使你做錯了事情，他們是不是仍然愛你？

我們。祂從來都不會因選擇我們成為祂的

（當然。他們可能會生氣，但是他們仍然

孩子而感到不高興。讓我們拿出聖經，找

愛你。）誰最愛你？（上帝、耶穌）我們

到撒母耳記上12：22。給孩子時間進行，

怎麼知道上帝從未停止愛我們？我們剛剛

然後一起唸出這個經文。這是我們今天的

才從聖經中讀到這一點。我們今天的信息

存心節。這個經文告訴我們，即使我們做

提醒我們，上帝愛我們。今天的信息說：

錯了事情，我們仍然知道…

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子。

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子。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B．對我的愛
說：愛我們的人以許
多不同的方式展現他們的
愛。讓我們一起來想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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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
□聖經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恩

Any
Time

交

讚美和祈禱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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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花一點時間聽聽孩子們對上週學課
的學習心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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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佈本週生日的孩子或特別事項報告。

頌

讚		

請選擇合適的詩歌。

聖

工

分享一個《兒童聖工消息》中的故事。

奉

獻

使用一個裝飾得像一頂皇冠的碗來收捐。邀請每位小朋
友講一項他們認為上帝可能會使用他們所奉獻的金錢來完
成的事情。

禱

你需要：
□“皇冠碗”

告

作一次雨滴禱告。邀請每位小朋友在一張雨滴形紙片 你需要：
上寫下（或畫出）上帝為他們所做的一件大事，而他們想 □每位小朋友
要為此感謝祂。請孩子們到前面來，並且將他們的雨滴投
入一個玻璃碗中。請他們圍著玻璃碗站著，並鼓勵願意的
小朋友作禱告。以你自己的禱告作結尾，在其中為上帝的

一張雨滴形
紙片
□玻璃碗

愛，以及我們都得以成為祂的孩子而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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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讓孩子們穿上聖經時代的
服飾。在開始講故事之前，
請孩子們練習輕輕地用手指
敲打自己的椅子，發出類似
下雨的聲音。
當你講故事到了適當的地

你需要：
□噴水瓶
(裝滿乾淨
的水)
□聖經時代
的服飾
□聖經

他們回答道：“沒有，你從來沒有欺負過
我們。也從來沒有傷害過我們。”
撒母耳接著說：“很好，現在聽我說，並
且想一想，在上帝作你們的王時，祂為你們
和你們的列祖列宗所做過的所有事。”
撒母耳讓他們回憶起，上帝如何差遣摩
西及亞倫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撒母耳繼續

方時，唸出撒母耳記上12：

說：“記得以色列民曾經忘記上帝，並且敬

16-18，同時請孩子們製造出雨聲音效。在

拜偶像的事嗎？上帝允許他們成為奴隸。結

此時用噴水瓶噴一層薄薄的水霧出來。

果他們怎麼做？”

說故事

們。”另外的人回答道：“他們保證要再次

有人回答道：“他們呼求上帝拯救他
你們是否曾經想要做一件事，即使那件事

侍奉上帝。”撒母耳提醒他們說：“這樣的

會讓你們的爸爸、媽媽或老師傷心難過呢？

事情一再的發生，以色列民多次遺忘上帝。

我希望沒有。以色列的百姓們對撒母耳做出

而每當他們說：我們錯了；對不起。上帝，

了這樣的事情。他們要求立一位王，而不要

我們要侍奉你的時候，上帝依然每次都原諒

撒母耳來帶領他們。

他們、拯救他們。”

因此，撒母耳就告訴上帝，上帝就將掃

“這次，”撒母耳繼續說：“你們要求

羅王賜給他們。當這位王帶領以色列人打贏

立一位王，上帝就賜下一個王給你們。你們

了一場大勝仗時，人們預備要為他們的王慶

應當順從他，如同你們應當順從耶和華一

賀。

般。”（唸出撒母耳記上12：16-18；孩子

撒母耳提議說：“我們到吉甲去，到那裡
去為掃羅王加冕，並且獻祭給上帝。”

們製造出雨聲音效，用噴水瓶噴一層水霧出
來。）

撒母耳、掃羅王，以及所有的人們就聚

他們擠成一團，又濕、又冷，又害怕。

集到吉甲，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祝會。他們

“救救我們！”他們對撒母耳喊道，“我們

獻上許多牲口給上帝為祭，並且敬拜祂。然

要求立一個王的事，是我們錯了。”

後，年紀老邁的撒母耳請大家安靜下來，開
始向他們說話。
撒母耳說：“上帝行了你們所要求的事
情，賜給你們一位王，領導你們。而我呢？

“不要害怕，”撒母耳溫和的回應道，
“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就必
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撒母耳記上
12：22）

我從年幼的時候，就作你們的領袖。你們告

“你們雖然做錯了事，”撒母耳繼續說：

訴我：我有沒有欺負過你們？有沒有搶過你

“但是你們仍然是上帝的子民。我會為你們

們的東西？”

禱告，而且我依然會繼續在這裡幫助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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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不要拜偶像。永遠記住要盡心侍奉上帝。”

耶和華

上帝的選民感到好過了一些。而他們也再

既喜悅

一次決志要永遠記住上帝為他們做的所有好

選你們

事。

作他的

总結

子民，

問：如果你也在場聆聽撒母耳的說話，你
會有什麼感受？

就必因
他的大名

大聲唸出撒母耳記上12：20。問：你所

不撇棄

認識最有力量的人是誰？（貴國的領導人；

你們。

貴國軍隊的总 司令；一位戰地英雄）那個

撒上12：22

人與上帝比起來如何呢？（與上帝相比，他
們都是軟弱無力的。）要你“盡心侍奉”這

聖經研究

樣一位強而有力的上帝，讓你有什麼感受？

如下列所示，唸出撒母

（怕怕的、高興、溫暖、特別、幸運…等

耳記上12章的經文。你自

等。）你認為上帝對你有什麼感覺？（祂愛

己唸出或請一位小朋友唸

我。）

出撒母耳所說的話，其餘

今天的信息說：

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子。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的孩子們唸出以色列民的

你需要：
□聖經
□黑板或白板
□粉筆或白板

回答。選一位小朋友唸出

筆

第18節的旁白。在以下各列中自左至右進
行：
撒母耳所說的話 以色列民的回答

存心節

你需要：
預先將存心節如下列 □10張雨滴形
分段方式，寫在雨滴形
的紙片
□筆或彩色筆
紙片上。
協助孩子們找到撒母 □聖經
耳記上12：22。將經文

典

第1-3節
第5節前段

旁白

第4節
第5節後段

第6-17節

第18節

					
第19節
第20-25節

唸出來，並且視需要解釋其意義。
將雨滴形紙片打散。一次請一位小朋友選

总結

一張雨滴，並且將它排放在他們認為應有之

問：上帝為祂的子民做了哪些好事？

順序的位置。重复進行本活動，直到孩子們

（第8、11節）當人們忘記上帝時，祂如何

將存心節記住為止。（若人數較多：將孩子

引起他們的注意？（第9節）

們分成小組，並給各組一套紙片。各組需有
一位成年人協助他們。）

畫一個圓圈，要夠大，好讓大家都看得
到。說：上帝的子民們以及上帝一再重复
做出某些事情。讓我們一起來讀我們的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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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然後將這些事情寫在這個圓圈裡。有

為什麼上帝有時候允許不好的事發生在

哪些事情呢？（第8節-人們請求上帝拯救他

我們的身上？（讓孩子們回答，然後請一位

們，上帝幫助了他們；第9節-人們忘記了

小朋友唸出希伯來書12：6）我很高興上帝

上帝，上帝允許問題發生；第10節-人們悔

選我作祂的孩子。你們呢？讓我們一起說出

改，並且請求上帝拯救他們；第11節-上帝

今天的信息：

幫助了他們…等等。）

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子。

課程應用
不知感恩
與一位小朋友一起演
出下列情景。從頭到尾都
不說一句“謝謝”。你跌
倒，膝蓋受傷了—小朋友
給你一個自粘繃帶。你的
筆沒有墨水—小朋友將他
們的筆借給你。你打了一

你需要：
□自粘繃帶
□兩隻筆
□一盒面紙
□乾淨整潔的
外套
□又髒又舊的
外套

個噴嚏—小朋友遞給你一張面紙。

总結
問：當我沒有說“謝謝”的時候，你們有
什麼想法？在別人沒有對你道謝時，你有什
麼感受？
說：想一想這個問題，但是不用回答：
你們是否有的時候也會忘記感謝上帝的恩典
呢？
請一位小朋友唸出撒母耳記上12：22
（本週的存心節）。說：這個章節是在說，

你覺得冷—小朋友借給你一件乾淨整潔的

即使我們的所做所為不像上帝的孩子，祂仍

外套。但你粗魯的拒絕了，自己卻找來一件

然很高興選我們作祂的子民。祂愛我們，因

又髒又舊的外套穿上。當小朋友邀請你坐在

為祂是上帝，愛是祂的本性。因此，你們今

他們旁邊時，你拒絕了。

天會記住什麼事呢？上帝愛我， 而且（請孩
子們重复今天的信息）…

分享
請問我
你需要：
請孩子們把紙杯放在
□彩色圖畫紙
彩色圖畫紙上，在紙上沿
□剪刀
□紙杯
著杯口畫出一個圓圈。然
□彩色筆或蠟 後將圓圈剪下來，做成一
筆
個“按鈕”，上面寫著：
“請問我！”
將你的“按鈕”貼在胸前。說：（孩子的
名字），請過來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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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子。

小朋友：“問你什麼？”（指著你的按
鈕）。帶著小朋友一起說：“你的按鈕是用
來做什麼。”你回答道：上帝很高興選我作
祂的孩子。解釋給孩子們聽：當你們戴上你
們的按鈕時，你們要作好準備。人們會問你
們這些按鈕是用來做什麼。你們可以將今天
的信息告訴他們。他們可能還會問你們，上
帝為什麼很高興選你們作祂的孩子。
請你們找一位伙伴，練習說出今天的信

恩

息，並且告訴對方你怎麼知道上帝很高興你

典

总結

是祂的孩子。（因為祂是如此地愛我；我就

問問孩子們：你們會怎麼使用今天所做的

是知道這是祂對我的感覺；聖經中是這麼告

按鈕？你們會把它戴在哪裡？誰有可能會問

訴我們的。）

你們關於這個按鈕的事？你們會怎麼說？讓
我們再說一遍今天的信息：

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子。

部落領袖
很久很久以前，一個遠古的部落實行一種

頭，在路上搜索著第一抹紅色的踪跡。他們

習俗，在每年當中特定的一天，要獻一個活

今天要獻上什麼人為祭品呢？突然，在轉角

人為祭。而以什麼人作為祭品，取決於一個

的地方，他們看見他了。有一個人身穿紅斗

條件：在那一天當中，誰身穿紅衣而又被祭

篷，正走向他們。他們迅速地舉起弓箭，射

司第一個看到。現在，村落的領袖不喜歡這

中了他。“這個人是誰呢？”一個祭司喊

種習俗。事實上，他越多想這種習俗，就越

道。他們跑向那具屍體，而突然間，他們全

覺得它很可怕。自己的村民們怎能只因為他

都靜了下來。“是我們的村長，”有人喃喃

或她的朋友不巧在那致命的一天身穿紅衣而

說道。“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好讓別人不

要被獻為祭品呢？

必受死。”

村落領袖試圖想辦法停止實行這種習俗，

這個消息很快地傳遍了村落。“我們最

但是他知道自己無論說什麼，都無法改變這

敬愛的村長選擇犧牲自己，以拯救我們所有

恐怖的傳統。年復一年，村落中的祭司都會

人的性命！”自那一天起，村落中就不再實

每年持續殺掉一個不幸的人，除非…

行每年獻一個人為祭的習俗了。村落領袖英

不。他辦不到…他真的不能嗎？村落領袖
搖搖頭，但是這個念頭並沒有消失。假如他

勇的行為，達成了他的目的。

总結

在那一天當中身穿紅衣，把自己成為那一年

問：這個人在哪個方面和耶穌很像？

的祭品，會有什麼後果呢？他勇敢的行為是

（他為他的人民而死。）你們從這個故事當

否能夠阻止這項可怕的傳統呢？

中學到什麼事情？（請教員接受所有合理的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村落領袖知道自己有

答案；為別人而死需要有很深厚的愛。）唸

的時間不多了。夜裡，他躺在床上，盯著天

出約翰福音3：16。如果孩子們記得這個章

花板看，想著自己是否能夠為他所堅持的事

節，可以請他們和你一起背誦出來。然後請

而犧牲。在他尚未作好準備之前，祭典早晨

他們重复今天的信息。

前一天的太陽下山了。村落領袖睡不著覺。
他在自己的硬床上輾轉反側，看著窗外的星
光在黎明前逐漸變淡。他辦得到嗎？
在那一天早晨，村落的祭司早早就到了外

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子。
結束
請一位小朋友禱告，並且感謝上帝選我
們作祂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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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母耳為上帝說話
經文
撒母耳記上12章
；參考資料《先祖與先知》第612-625頁

存心節
“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就必因他
的大名不撇棄你們。”撒母耳記上12：22

信息
上帝很高興選我作祂的孩子

你們是否曾經想要做一件事，即使那件事
會讓你們的爸爸、媽媽或老師傷心難過
呢？我希望沒有。以色列的百姓們對撒母
耳做出了這樣的事情。他們要求立一位
王，而不要撒母耳來帶領他們。
因此，撒母耳就告訴上
帝，上帝就將掃羅王賜給
他們。當這位王帶領以
色列人打贏了一場大勝仗
時，人們預備要為他們的
王慶賀。
撒母耳提議說：“我們
到吉甲去，到那裡去為掃
羅王加冕，並且獻祭給上
帝。”
撒母耳、掃羅王，以
及所有的人們就聚集到吉
甲，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慶
祝會。他們獻上許多牲口給上帝為祭，並且
敬拜祂。然後，年紀老邁的撒母耳請大家安
靜下來，開始向他們說話。
撒母耳說：“上帝行了你們所要求的事
情，賜給你們一位王，領導你們。而我呢？
我從年幼的時候，就作你們的領袖。你們告
訴我：我有沒有欺負過你們？有沒有搶過你
們的東西？”
他們回答道：“沒有，你從來沒有欺負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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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從來沒有傷害過我們。”
撒母耳接著說：“很好，現在聽我說，並
且想一想，在上帝作你們的王時，祂為你們
和你們的列祖列宗所做過的所有事。”
撒母耳讓他們回憶起，上帝如何差遣摩
西及亞倫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撒母耳繼續
說：“記得以色列民曾經忘記上帝，並且敬
拜偶像的事嗎？上帝允許他們成為奴隸。結
果他們怎麼做？”
有人回答道：“他們呼求上帝拯救他
們。”另外的人回答道：“他們保證要再次
侍奉上帝。”撒母耳提醒他們說：“這樣的
事情一再的發生，以色列民多次遺忘上帝。
而每當他們說：我們錯了；對不起。上帝，
我們要侍奉你的時候，上帝依然每次都原諒
他們、拯救他們。”
“這次”，撒母耳繼續說道：“你們要求
立一位王，上帝就賜下一
個王給你們。你們應當
順從他，如同你們應當順
從耶和華一般。”
“現在，看看上帝要施
行的事。現在是收割麥
子的時節。我要向上帝
禱告，請求祂打雷降雨。
這是要讓你們知道並且
看出，在你們要求立一個
王，而不要讓上帝繼續帶
領你們時，所犯的罪有多
麼大。”
撒母耳呼求上帝。當天，雷電复蓋天際，
並且降下傾盆大雨。他們擠成一團，又濕、
又冷，又害怕。
“救救我們！”他們對撒母耳喊道，“我
們要求立一個王的事，是我們錯了。”
“不要害怕，”撒母耳溫和的回應道，
“耶和華既喜悅選你們作他的子民，就必
因他的大名不撇棄你們。”（撒母耳記上
12：22）

恩

他們開始感到好過一些。知道上帝很高興
選擇他們作祂的子民，讓他們從心裡感到溫
暖。“你們雖然做錯了事，”撒母耳說道，
“但是你們仍然是上帝的子民。我會為你們
禱告，而且我依然會繼續在這裡教導你們遵

親子時間
安息日
•和一位家人一起，找一個安靜的地方—
如果可能的話，靠近一條河或瀑布。一
同閱讀本課的聖經故事。想像自己正站
在瀑布裡，可以感覺到水落在自己身
上。唸出存心節的經文（撒母耳記上
12：22）。
•為自己是上帝的孩子而感謝祂。

星期天
•與一位家人一起閱讀並討論撒母耳記上
12：6-25。
•按存心節經文的字數，剪出雲朵形的紙
片。在一張紙片上寫下存心節中的一個
字。將“雲朵”打散，然後試著將它們
排回正確的順序。把這些雲朵字保留到
另外一天使用。
•製作一張表格，在這一週當中紀錄每一
天的天氣。
•為雨水感謝上帝。

星期一
•將你寫上存心節經文的雲朵形紙片排出
正確的順序，並且將經文唸出來。
•與一位家人一起閱讀你的聖經故事中，
撒母耳所講的話（撒母耳記上12：
1-3節、第5節前段、6-17節、20-25
節）。
•告訴你的家人，上帝為你所做的三件大
事。為上帝做了這些事情而感謝祂。

星期二
•在今天的靈修當中，一同閱讀以色列民
們對撒母耳說的話（撒母耳記上12：4
節、第5節後段、19節）。以色列的第
一個王是誰（在掃羅之前）？（撒母耳
記上12：12）。
•想出五個代表耶穌的偉大名號，例如萬
王之王。將你寫上存心節經文的雲朵形

典

行‘善道正路’。記住，永遠要盡心侍奉
上帝。不要拜偶像。”
上帝的選民們感到好過了一些。而他們
也再一次決志要記住上帝為他們所做的所
有好事。
紙片排出正確的順序，然後試著不要看
這些字，將存心節說給你的家人聽。
•請求上帝幫助你記住自己是祂的孩子。

星期三
•在家庭靈修時，一同閱讀撒母耳記上
12：9及12。將以色列的敵人列出來。
你有沒有敵人呢？
•與你的家人討論，上帝能夠如何幫助你
們面對敵人。為一位曾經對你不好的人
禱告。
•一起說出你的存心節。

星期四
•將你的存心節說給一位朋友聽。用你自
己的話向他們解釋經文的意思。
•在家庭靈修當中，一同閱讀撒母耳記上
12：16-18中，撒母耳所做的氣象預
報。在收割麥子的時節下雨，是好事還
是壞事？為什麼？（撒母耳記上12：
17）。畫一張麥子，以及一些由麥子所
製成的食品的圖畫。
•在今天吃一些由麥子製成的食物。為美
好的食物感謝上帝。

星期五
•在今晚的家庭靈修中，運用你寫上存心
節經文的雲朵形紙片，將存心節背給你
的家人聽。解釋經文的意思，並且談談
這個經文讓你有什麼感受。
•告訴你的家人，你從本課的聖經故事中
所記取的三件事。你學到了哪些重要的
教訓？一起閱讀撒母耳記上12：22、
23以及尼希米記9：17。上帝希望你如
何對待那些傷害你情感的人？
•一起唱合適的詩歌，然後為上帝對你們
一家人的愛而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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