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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課‧上帝再次得勝！

上帝再次得勝！
本月主題：
經文
撒母耳記上29；30：
1-25
；參考資料《先祖與先
知》第69-70章

上帝的恩典對我們來說就是好消息。

故事大綱
大衛和他的軍隊幫助亞吉王打仗，非利士的王子們不想
讓他們幫助，所以大衛和他的部隊就返回洗革拉去了。當他
們回到家時，發現自己的城市被焚毀，妻子兒女都被擄走。
他們追趕那些襲擊他們家園的亞瑪力人，奪回所有的俘虜，
還得到許多戰利品。大衛將戰利品與他所有的600名下屬平
分，甚至包括其中200名因過度疲乏，沒有實際加入戰鬥的

存心節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
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
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
永遠！”詩篇23：6

人。

這是關於恩典的教導
在大衛打贏了一場對亞瑪力人的大勝仗後，他將戰利品
與他所有的士兵們平分，包括那些過於疲乏而無法打仗的
人。上帝打贏了一場對撒但的大勝仗。祂將勝利的戰果，
就是“救恩”，與所有願意接受的人平分。“救恩”並非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當上帝打勝仗時，
我們都是勝利者。
感受為他們在上帝的勝
利中有份而感恩。
回應讚美上帝的勝利。

靠我們的所作所為而贏得，而是上帝對我們的恩賜。

教師補充材料
當洗革拉成為一片廢墟時，“大衛這時似乎沒有什麼人
來支持他了。他在地上認為可貴的一切都隨風而去…在此
絕境之中，大衛沒有單單注意這些痛苦的情況，卻懇切地
仰望上帝的幫助。他‘依靠耶和華，…心裡堅固。’他回
顧自己過去多事的人生，耶和華何曾丟棄過他？他既想起
上帝眷愛的許多憑據，心中就振奮起來了。他自己雖然看

信息
當上帝得勝時，我們都
是勝利者。

不出一條脫離困難的出路，但上帝是看得清楚的，祂必指
示他應當作什麼。”（《先祖與先知》第704、705頁）

教室佈置
請參見第五課。

78

恩

典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時

間

活

動

所需材料

在門口歡迎學員，

歡

迎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聖經課程

持續進行

聆聽他們開心(煩惱)的事 無
情
A．快樂尋寶

小禮物（貼紙、彩色鉛筆
等）、小石子

B．人人有份

重物如書本和椅子、小禮物
（貼紙、書籤等）

交誼

無

頌讚

詩歌本

＜10分鐘

＜10分鐘 聖工

收捐袋

禱告

禱告日誌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服飾

＜20分鐘 存心節
聖經研究

課程應用
分

享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

小沙包或紙團、聖經、黑板或
白板、粉筆或白板筆
聖經

＜15分鐘 你會怎麼做？

無

＜15分鐘 我是勝利者

2寸x8寸藍色緞帶或卡紙、彩
色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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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門口歡迎孩子。問問他們這個星期過得如何：他們有什麼開心或煩惱的事情。問問他
們，是否有任何關於本周聖經學課的事情要與大家分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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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尋寶

你需要：

息：

當上帝得勝時，我們都是勝利者。

預先將小石子藏在課室 □為每位孩子
各處。
準備一份小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禮物
告訴孩子們：我在課室
各處藏了一些小石子。當 □小石子

B．人人有份

得到一份小獎品。給孩子們時間進行活動，

你需要：
□重物如書
本、椅子等
請三位志願者協助你
□每位孩子一
搬一些重物（書本、椅子
份小禮物
等）到課室另一角去。當
□聖經
他們做完後，肯定他們做

然後請他們清點自己的小石子。不要作出任

得很好，並且將一份小禮物（貼紙、書籤

何解釋或評論，發給每位小朋友一份小禮物

等）送給他們，以及所有孩子。一視同仁地

（貼紙、書籤等）。

對待每位孩子。

总結

总結

我數到三的時候，你們有

□聖經

三分鐘的時間可以把小石子找出來，看看你
們能夠找到幾顆。找到最多顆的小朋友可以

當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時

問：剛剛發生了什麼事？（三位志願者做

間回答：誰找到最多顆小石子？肯定他的努

了事，但是大家都得到一份獎賞。）這公平

力。然後問另一位孩子：當你知道有人找到

嗎？（那些做了事的孩子會覺得不公平。）

的石子比你多的時候，你有什麼感覺？（失

如果你只是為了得到獎賞，才幫我的忙，那

望；知道自己得不到獎品了；不在乎；沒事）

就看來不公平了。但是如果你是出於一份助

當所有人都得到一份獎品的時候，你們有什

人的意願，而幫我的忙，你就會不求回報，

麼感受？給孩子們討論的時間。在今天的學

也不會介意我怎樣獎賞其他人。問問班上其

課中，我們學到大衛一視同仁地對待他所

他孩子對此有何感受。他們可能會贊同這是

有的士兵。協助孩子找到並閱讀撒母耳記上

公平的。這正是大衛在今天的聖經故事中的

30：23、24。強調24節的後半段。（ “上

感受。上帝為大衛以及他的下屬贏得了一場

陣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應當大

大勝仗。有的人認為，只有那些參與戰鬥的

家平分。”）聖經教訓我們，當上帝得勝

人才應當得到戰利品。讓我們一起來讀一讀

時，我們也都得勝。這帶出了我們今天的信

大衛怎麼說。協助孩子們找到並閱讀撒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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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上30：23、24。
大衛為什麼要將戰利品平分？（是上帝將勝利賜給他們的，因此，大衛的軍隊中沒有一
批士兵能夠比另一批士兵要求得到更多的戰利品。）這教導我們…

當上帝得勝時，我們都是勝利者。
Any
Time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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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孩子們時間分享上周所學習到的體
驗。歡迎、問候，並介紹來賓。宣佈本周生日的孩子姓名或特別事項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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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孩子們：借著耶穌的死，我們都成為勝利者。還有許

你需要：

多人不知道這件事。我們的奉獻會幫助別人認識耶穌，並且 □收捐袋
瞭解到自己如何也能成為勝利者。

禱

告

請孩子們分享一些擔心或憂慮，並為之代禱。將這些擔憂

你需要：

寫在班級禱告日誌中。將左頁標為“問題、擔心、憂慮”。將 □禱告日
相對的右頁標為“來自上帝的勝利”。之後，當上帝賜給他們
誌（筆
勝利，戰勝某項問題時，將上帝的回應寫在與禱告事項相對

記本）

的地方，並且寫上日期。請一位小朋友分享一項過去曾經獲得
的勝利，即上帝回答他們禱告的經驗，作為開始。在禱告日誌中適當的頁面
上，寫下問題及上帝的回應。圍成一個圓圈站著，手牽手，為目前的擔心及
憂慮禱告。每週使用這份禱告日誌，直到本季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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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你需要：
角色
□聖經時代的
大衛、大衛的士兵、埃及
服飾
人（請埃及人坐在課室一

因此，大衛和他的600名士兵啟程搜尋亞
瑪力人的蹤跡。（孩子們以逆時針的方向繞

著課室行軍） 但是當他們來到一座非常陡
峭的山坡前，便停了下來。有200名士兵過

個角落的地板上）。

於疲乏，沒有辦法再往前走了。於是大衛就

說故事

讓他們留下來休息，並且看守兵器和裝備。

大衛和他所有下屬從洗革拉行軍（大衛及

他的士兵以順時針方向繞著課室行軍） 去幫

（隊伍當中一些小朋友坐在地板上） 其餘的
士兵繼續行軍。（孩子們繼續行軍）

助非利士王亞吉打一場仗，但其他的非利士

過了一會兒，他們發現有一個埃及人倒在

王卻不願意他們來幫忙。所以，他們就掉頭

田野上（埃及人爬向大衛） 。他又餓又渴，

（孩子們轉身行軍回來）返回洗革拉。

非常虛弱。大衛和他的士兵給他一點食物和

當接近洗革拉城的時候，只見城內有黑煙
升起，他們驚恐萬分。原來敵軍趁著他們不
在城的時候，將洗革拉城燒為平地，並且把
他們的妻子兒女，以及牲口都擄走！

水（埃及人假裝吃東西、喝水）。
“你能夠幫助我們找到亞瑪力人嗎？”大
衛問道。這個埃及人便領他們往前走。
“他們就在那裡！”埃及人指著一些帳篷

大衛的下屬責備他說： “大衛，這全是

說道。（大衛和他的士兵伏低身子，盯著營

你的錯，你應該派一些士兵留守在這裡，保

地） 亞瑪力人正在高興地吃吃喝喝，慶祝他

護我們的家人。”

們在洗革拉的大勝利。

大衛很難過，因他也失去了自己的家人。

大衛和他的下屬就在日落時，襲擊那些

現在各人都指責他，他應該怎麼辦？大衛第

亞瑪力人。戰鬥持續了整個晚上以及第二天

一個念頭就是尋求上帝的幫助。上帝會讓他

一整天。最後亞瑪力人被擊敗了。只有400

知道該怎麼做。

人騎著駱駝逃脫。大衛的一小隊軍隊終於奪

“將以弗得拿過來”，他對祭司亞比亞他
說道。
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們是否應當追趕
亞瑪力人呢？我們追得上他們嗎？我們能夠
把我們的家人救回來嗎？”
以弗得上面有兩塊大寶石。當祭司求問

回了亞瑪力人從洗革拉擄去的所有牲畜及人
口。
士兵們喊道： “我們贏了！”（揮舞手

臂，彷彿在歡呼的樣子。）
“不對，是上帝為我們贏了這場戰爭。”
大衛提醒他們。

上帝一個問題時，如果答案是 “是”，其

大衛和士兵們齊集所有人，帶走從亞瑪力

中一塊寶石就會發光。這個時候，寶石發光

人那裡奪回來的東西，開始踏上回洗革拉家

了。於是祭司便說： “去吧，你們會追上

園的漫長路途。

他們，並且再度將所有的東西搶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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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他們。（坐著的小朋友們跳起來） 但是那

協 助 孩 子 找 到 並 閱 讀 詩 你需要：

些疲乏的士兵中，有些看見他們那樣舒適，

篇23：6（存心節）。“我 □小沙包或
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
紙團

心中很不高興。
他們抱怨道： “這場勝仗是我們打的！

我 ， 我 且 要 住 在 耶 和 華 的 □聖經

你們領回自己的妻子兒女便罷了，休想分得

殿中，直到永遠！”（詩篇 □黑板或白

任何戰利品，你們在這場仗中沒有出過一分

23：6）。將經文寫在所有

力。”

的人都看得到的地方。

大衛卻舉手阻止他們這樣決定，說：

板
□粉筆或白
板筆

請孩子圍成一個圓圈站

“等一下！我想問你們：是誰在這場仗中贏

著。說出經文中的第一個字，然後將沙包或

了呢？不是我們，而是耶和華。祂將勝利賜

紙團隨意拋給一位小朋友。那一位小朋友要

給我們。祂保護了我們。所以我們大家要平

說出下一個字，然後再將沙包或紙團拋給下

分這些戰利品。”

一位小朋友。那位小朋友再說出下一個字，

這正是上帝恩典的好消息。當上帝打勝

依此類推。持續進行活動，直到已經重复說

仗時，祂平分祂的勝利，讓我們也成為勝利

出三遍經文為止。接下來，在所有的小朋友

者。

一同說出經文時，每次擦掉經文中的兩三個

总結

字，持續進行幾次。重复進行活動，直到孩

告訴孩子：請你們找一位夥伴。現在，

子們將經文記住為止。

假裝自己就在那一群與亞瑪力人戰鬥的士兵
中。你們看見那200名留守在後方，得到充

聖經研究

份休息的隊友時，你們會有什麼感受？給孩

說：在今天的聖經故事開 你需要：
始時，大衛與非利士人在一 □聖經

子們充分時間討論。
告訴孩子：現在，想像自己是在那一群留

起。讓我們一起弄清楚他為什麼會與他們

守在後方的士兵中。當你們聽見那400名士

在一起。協助孩子們找到撒母耳記上27：

兵的抱怨時，會有什麼感受？當大衛宣佈，

1-3。請一位小朋友將經文唸出來。（大衛

所有人都可以平分戰利品的時候，你們有什

躲避掃羅王。）

麼感受？請告訴你的夥伴。給孩子們充分時
間討論。

說：大衛的士兵與亞瑪力人之間的戰爭
結束時的情況為何？（大衛的士兵奪回所有

問：在故事中，誰很像我們慷慨的上帝？

的東西。）讓我們一起來讀一讀撒母耳記上

（大衛）讓我們充滿興奮地說出今天的信

30：21-24，弄清楚戰爭之後發生了什麼

息：

事。（所有的人都分到一份戰利品。）大衛

當上帝得勝時，我們都是勝利者。

為什麼要堅持與他全部的600名士兵平分所
有的東西？（是上帝贏得這場戰爭，不是他
們。）

存心節

說：耶穌講了一個故事，記載在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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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讓我們一起來閱讀。讓孩子們

穌為我們而死的時候，祂已經打贏了這場戰

各人讀一節，請他們大聲的讀出來。這兩個

爭；祂已經使我們成為勝利者。）上帝恩典

故事有什麼相似的地方？（無論各人付出多

的好消息就是：耶穌已經為我們打贏了這場

少努力，他們的補償都是一樣的。）

戰爭。當上帝拯救我們的時候，人人都成為

总結

勝利者。讓我們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給孩子充分時間回答。我們必須參與的
一場最大戰爭是什麼？（與罪和撒但的戰

當上帝得勝時，我們都是勝利者。

爭。）我們怎麼知道自己能夠得勝？（當耶

課程應用
你會怎麼做？
將孩子們分成三組。將下列三個情景分別
派給他們（情景內容可按情況而修改）。
告訴孩子：這裡有一些不同的情景，你們
可能會對它們感到熟悉。你們會怎麼做，以
幫助別人了解到，只要與上帝在一起，人人
都是勝利者？給各組充分時間討論，然後向

3. 你的作文得獎了，得到了一盒巧克力。你
打算把它拿回家，自己享用。你的同學也
參加了這次作文比賽，卻沒有得獎。你會
怎麼做？為什麼？

总結
給孩子充分時間討論。你們對大家想出

全班報告。

來的點子有什麼想法？上帝為什麼希望強壯

1. 老師請你挑選同學，組成一個足球隊。你

的人幫助弱小的人？（因為祂幫助我們所有

已經選了幾個很棒的隊友了。現在輪到

的人；祂希望我們像祂…等等。）上帝恩典

你再選人。你看到一個不擅長運動的同

的好消息是什麼？（祂愛我們所有人，並且

學，經常沒有人會選他的。如果你選這位

拯救我們所有人。祂早已拯救了我們。我們

同學，其他隊友可能會不高興。你會怎麼

所有人都能夠成為勝利者，因為耶穌已經為

做？為什麼？

我們付出了代價。）讓我們記住今天的信

2. 母親幫你烤了一些餅乾，你打算分給朋友
吃。弟弟走進來，想要拿一些分給他的朋
友吃。你會對他說什麼？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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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當上帝得勝時，我們都是勝利者。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恩

典

分享
我是勝利者
協助孩子製作緞帶獎

你需要：
章，作為耶穌為他們贏得 □2x8藍色緞
勝利之見證。（請參見本
帶或卡紙
頁圖示。）在他們的緞帶 □彩色筆
或卡紙上寫 “勝利者”這

也成為勝利者。）
將孩子分成兩人一組，練習彼此對問和
對答這個問題。他們可以這樣回答： “耶
穌已經勝過罪，而且……

當上帝得勝時，我們都是勝利者。

個字詞。

請選擇合適的詩歌，一起唱。

总結

結束

孩子可以很自豪的配戴這個獎章，並記
住：耶穌已經為他們戰勝了敵人。問：當
別人問你，你在什麼比賽中得勝，你會怎麼

在你召集孩子進行結束禱告時，邀請一
位孩子做禱告，感謝耶穌幫助我們成為勝利
者。然後以你的禱告做結尾，特別為那些會
問孩子“勝利者獎章是什麼”的人禱告。

說？（向人解釋說：耶穌已經勝過罪，使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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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第八課‧學生本

上帝再次得勝！
經文
撒母耳記上29；30：1-25
；參考資料
《先祖與先知》第702-707頁

存心節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
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篇23：6

信息
當上帝得勝時，我們都是勝利者。

“我贏了！我贏了！”傑森叫道。“我
得了 总成績最高分！”他的隊友皺起眉
頭，轉身離開。休息時間之後，便是上
聖經課時間。他們研讀的就是以下這個
故事。你想傑森從這故事中學到什麼教
訓呢？
大衛和他的600名士兵從洗
革拉行軍去幫助非利士王亞吉
打仗。但其他的非利士王，不
願意讓他們幫忙。所以，他們就
掉頭返回洗革拉。
當接近洗革拉城的時候，只
見城內有黑煙升起，他們驚恐
萬分。原來敵軍趁著他們不在城
的時候，將洗革拉城燒為平地，只剩下一片
煙和灰燼，並且把他們的妻子兒女，以及牲
口都擄走！
“大衛，這全都是你的錯，”士兵們指控
道。“你應該派一些士兵留守，保護我們的
家人。”大衛很難過，因他也失去了自己的
家人。現在各人都指責他，他應該怎麼辦？
大衛第一個念頭就是尋求上帝的幫助。上帝
會讓他知道該怎麼做。
“將以弗得拿過來，”他對祭司亞比亞他
說道。大衛求問耶和華說：“我們是否應當
追趕亞瑪力人呢？我們追得上他們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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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把我們的家人救回來嗎？”
以弗得上面有兩塊大寶石。當祭司求問上
帝一個問題時，如果答案為“是”，其中一
塊寶石就會發光。這個時候，寶石發光了。
於是祭司便說：“去吧，你們會追上他們，
並且再度將所有的東西搶回來。”
因此，大衛和他的600名士兵啟程搜尋亞
瑪力人的蹤跡。但是當他們來到比梭溪的
時候，他們停了下來。有200名士兵過於疲
乏，沒有辦法再往前走了。所以大衛就讓他
們留下來休息，並且看守兵器和裝備。
過了一會兒，大衛和他的下屬發現有一個
埃及人倒在田野上。他是一名亞瑪力人的奴
隸，因為生了病，就被拋棄在那裡。他又餓
又渴，非常虛弱。大衛和他的士兵們給了他
一點食物和水。然後，他們要求他協助去找
亞瑪力人。這個埃及人就帶領大衛的軍隊前
往亞瑪力人的營地。
遠遠地，他們看到亞瑪力
人正在大吃大喝，慶祝他們
的勝利。
大衛和他的士兵們在日
落時襲擊了那些亞瑪力
人。戰鬥持續了整個晚上
以及第二天一整天，終
於亞瑪力人被擊敗了，只有
400人騎著駱駝逃脫。大衛和他
的士兵們奪回了亞瑪力人從洗革拉擄去的所
有人以及財物。
大衛和士兵們聚集了他們的家人、財物，
以及牲口。他們還收集了從亞瑪力人那裡搶
來的東西，然後開始返回家園的漫長路途。
當他們走近比梭溪時，那200名留守的士
兵出來迎接他們。但是疲勞的士兵中，有些
人看見他們那樣舒適，就不高興。
他們抱怨說：“我們只許這些人領回自己
的妻子和兒女。他們沒有出過一分力，所以
休想分到這些戰利品。”
大衛卻說：“等一下！我想問：是誰贏得

恩

這場戰爭的呢？不是我們，而是耶和華。祂
將勝利賜給我們。祂保護了我們。所以我們
大家要平分這些戰利品。”

親子時間
安息日
•如果可能的話，與你的家人一起走到某
個高處，爬到頂端。想像自己遠遠地看
見煙及燃燒的建築物。一同閱讀本課的
聖經故事。討論當大衛和他的士兵們看
到自己的家園被摧毀的時候，他們會有
什麼感受。
•一同複習詩篇23篇。為上帝今天的保護
而感謝祂。

星期天
•在今天的家庭靈修中，閱讀並討論撒母
耳記上30：1-3。如果一場大火燒毀了
你居住的城市，你會有什麼感受？閱讀
並討論其他與火有關的聖經故事。（請
參閱創世記19章；列王記上18章；列
王記下2：11；但以理書3：15-17。）
•如果可能的話，去參觀消防局。感謝消
防員保護你們的城市。
•唱 “上帝看顧”的詩歌，然後為此感謝
祂。

星期一
•與你的家人一同閱讀並討論撒母耳記上
30：4-6。談談你們家庭曾經有過的悲
傷時刻。如果現在一切已經沒事了，便
讚美上帝。若不是，就請求上帝的幫
助。問：我們是否即使在悲傷的時刻當
中，依然能夠認識到上帝的美善與愛？
（你的存心節是怎麼說的？）一起閱讀
詩篇23：4。你今天要為了什麼而感謝
上帝？

星期二
•在家庭靈修中，閱讀並討論撒母耳記上
30：6。大衛的士兵們想要做什麼事？
為什麼？閱讀該章節的最後一句話。將
大衛的名字替換為你自己的名字。

典

而這正是上帝恩典的好消息。當上帝打
勝仗時，祂平分祂的勝利。由於耶穌戰勝
了罪惡及撒但，我們都成為勝利者。
•問問你的家人：當別人對你生氣的時
候，你會有什麼感受？你會怎麼辦？
•唱 “平安”的詩歌。然後請求上帝今日
將祂的平安賜給你，並且為此感謝祂。

星期三
•在今天的家庭靈修中，閱讀並討論撒母
耳記上30：7、8。問：大衛在出發打
仗前，做了什麼事？上帝給祂的回答是
什麼？大衛的經驗對我們家有什麼幫
助？
•在你遇到問題的時候，你會第一個跟誰
談論？為什麼？
•一起說出存心節。這段經文帶給你什麼
感受？
•唱一首 “信靠上帝”的詩歌，然後請求
祂幫助你更加信靠祂。

星期四
•一同說出存心節，作為今天靈修的開
始。然後閱讀並討論撒母耳記上30：
9-25。上帝如何將大衛的悲傷轉變為勝
利，把這個故事敘述出來。談談一次上
帝賜給你勝利，戰勝某項罪或悲傷的經
驗。
•唱 “上帝的幫助”的詩歌。然後為祂賜
給你勝利，戰勝罪及悲傷而感謝祂。

星期五
•在今天的靈修時，與你的家人一起，以
你的聖經故事來玩猜字謎遊戲，或將它
演出來。
•一同閱讀撒母耳記上30：22-24，並且
討論你們可以從大衛身上學到哪些關於
分享的事情。你的家人如何能夠在今天
將上帝賜給你們的事物與別人分享？明
天呢？制定一個計劃，並且執行它。你
們會分享哪些好消息？
•一起唱詩歌，然後為上帝救贖的大愛而
感謝祂。感謝祂差遣耶穌，為你贏得勝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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