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学 课

PRIMARY

第二课 • 福音使者

福音使者
本月主题
参考资料

我们的侍奉始于家中。

林后2：12、13；8：
16-24；9：1-8；
罗15：26；
《使徒行述》247、
266、267页

故事大纲
保罗十分关心哥林多教会，所以他写信给提多（哥林多
前书），叫提多为他预备探访的道路（《使徒行述》301
页）。保罗原本与提多约好在特罗亚相见，但提多没有出
现，这使保罗感到疑惑。不过保罗继续前往马其顿并遇见

存心节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

了提多，他发现原来提多在哥林多的布道工作十分成功，
所以他寄给提多第二封信（哥林多后书）。

也照样差遣你们。”
——约20：21

这是关于服侍的教导
提多热心地向哥林多教会分享了保罗对他们的关心及信
息。上帝也叫我们这样做：分享祂对人们的关心，热诚地

教学目标

带给他们上帝爱的信息，尽力地帮助他们。

孩子们可以：
知道：侍奉上帝的人会
乐于帮助别人。
感受：关心一些需要心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提多因保罗而信了耶稣，并成为他的好朋友，甚至是旅

灵和物资帮助的

程的伙伴。保罗指提多是他“照着我们共信之道作我真儿

人。

子的”（多1：4）。提多原是一个外邦人，很有可能是亚

回应：以热诚来寻求服
侍与资金来帮助
别人。

提阿的原居民，而保罗拒绝讨好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要
求提多受割礼。当哥林多教会转变并抵抗保罗时，提多成
为了保罗的大使并平息了纷争。
同时，提多负责监察耶路撒冷内给穷人的捐款。而圣经
中最后提及提多，则是在保罗快去世前，他被保罗差派去

主题信息
当我乐于帮助别人时，

挞马太传福音。（《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参考文库 • 圣经辞
典》第八卷，原文1128页）

我是在侍奉上帝

课室布置
见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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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侍

节目概览
课堂环节

欢

赞美和祈祷

圣经课程

活

动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
聆听他们开心或烦 无
恼的事

迎

预备活动

Any
Time

持续时间

Ａ • 服侍树

横幅、麦克笔、树叶剪接图画（见
25页）、树枝、小株的无叶树或大
树图片、一些把叶子连接上大树的
方法

Ｂ • 关于邮票

集邮本（备选）、给每个孩子的：
马铃薯、塑胶刀、画笔；铅笔、
纸、水彩颜料或海棉块（经剪
裁）、纸、水彩颜料

交谊

无

颂赞

赞美诗

圣工

《儿童圣工消息》

捐献

上星期所用的收捐箱

祈祷

粉笔或白板与白板笔

体验故事

无

存心节

两条2.5米长的大绳、索引卡、衣
夹

圣经研究

圣经

＜10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课程应用

＜15分钟

款待教会同工

无

信息分享

＜15分钟

收集

给父母的信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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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教课

欢迎
在门口欢迎学生，询问他们过去一周有开心或烦恼的事吗？鼓励他
们分享在上一课所学到的体验，以你所选择的预备活动来开始课堂。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实际情况的活动。

你需要：
□横幅
□麦克笔
□树叶剪接
图画（见25
页）
□树枝、小株
的无叶树或
大树图片
□一些把叶子
连接上大树
的方法

A • 服侍树
预先准备好横幅、树叶剪接图画（见25页）及大树。这棵树可以是
一大棵有很多分枝，或是无叶树但是能直立的，或者你可以在壁报或
墙上画／创作一棵树作装饰。制作一个横幅写上“服侍树”。
当孩子到达时，给他们每人一个树叶剪接图画。请他们在一边写上
自己的名字，而在另一边写上他们可以服侍的事（例如排列桌子、喂
食宠物、服从、帮助打扫、帮助教会里的教师等）。每片叶子用回形
针、铁线、绳子、胶带或胶水来贴在树上。
备注：这棵树将会在第四课再用一次。

总结
问：要想出一个服侍的方法是难还是容易呢？（接受回答）当你帮
助别人时你的感觉如何？（例如：起初我不太愿意，但我完成之后十
分开心）我们今天从故事中，将学习更多关于人们服侍的事。一起翻
开并阅读约20：21。耶稣差派我们帮助别人，应如何做呢？今天的主
题信息给我们答案：

当我乐于帮助别人时，我是在侍奉上帝
薯印邮票你需
要：
□给每个孩
子的：马
铃薯、塑胶
刀、画笔
□铅笔
□纸
□水彩颜料

Ｂ • 关于邮票
选择下列不同的方法：
说：我们现在要制作邮票，有些邮票是小小的长方形，可以贴在信
封上；有些是不同形状，可以沾了颜料或墨，印在纸上的。采用下列
其中一个方法，然后由孩子自己创作邮票图案。

制作薯印邮票：
把马铃薯切开，在切面用铅笔画上简单图案；把图案四周的马铃薯
裁掉，只留下图案在切面上。给图案涂上水彩颜料，印在纸上。不断
重复，直至有满意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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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制作海棉印邮票：
将海棉块浸上水彩，印画在纸上。

总结
请每个孩子展示邮票作品，说：保罗写了很多信给他的朋友。我们
寄信时通常需要贴上邮票，而有些人专门收集邮票。问：你认为保罗
寄信时有使用邮票吗？（不知道，有，没有）事实上，他大多数的信

事

海棉印邮票你
需要：
□海棉块（经
剪裁）
□纸
□水彩颜料

都是由信差传递的，一起翻开并阅读约20：21。大声读出。也许今天
我们都会被差遣，去传递特别的信息，而无论我们做什么，请记得：

当我乐于帮助别人时，我是在侍奉上帝
我们一起读。

交

谊

赞美和祈祷 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分享刚才听到孩子们开心或烦恼的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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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一些有关决志、顺从、信靠的歌曲。

圣

工

讲一则《儿童圣工消息》。问：你愿意成为你所在地方的布道士，并
乐于助人吗？

捐

献

说：我们今天的圣经课程，是关于捐款给需要帮助的

你需要：
□上星期所用
的收捐箱

人。我们也将把捐款用于帮助有需要的人。

祈

祷

以保罗为榜样，学习他关心新信徒的方法。在今天
的祷告时间，列出新受浸的教会成员的名字，为他们祷

你需要：
□粉笔或白板
与白板笔

告，祈求上帝使他们能持守对祂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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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当你讲故事时，请孩子们同步表演出

马其顿找提多倾谈，因为他极其关心哥林
多教会的反应是怎样的。

来。所以先指定哪个孩子是保罗、提多、

到了马其顿，保罗找到了提多并询问

水手及哥林多人。慢慢地讲述这个故事，

哥林多教会的事。（停顿）他们愿意见他

在适当时候停顿，请孩子演出相关内容。

吗？或是保罗永久地破坏了他与他们之间

说故事

的友谊？

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水手们将一些沉
重的包裹背上肩，走进特罗亚巿的码头。
（停顿）保罗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想问这
艘船从哪里来。（停顿）
保罗叫住了一位水手，并问道：“你来
自马其顿吗？”（停顿）当他得知这艘船
的确来自马其顿时，他便在人群中仔细寻
找着，看看是否有他的朋友──提多。
提多是个好人，特别受欢迎及爱戴，很
少有人不喜欢他。
保罗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的
人，希望他们能悔改。（停顿）这个教会
的人都是新信徒，他们以前没有敬拜过上
帝，有不少人以前是拜偶像的，甚至是罪
犯。所以保罗写信提醒他们：和从前一样
行事为人，并不能为耶稣作好见证。
保罗不知道哥林多人收到信后的反应如
何，担心他的直言会伤害他们。因为保罗
十分关心哥林多的信徒，所以如果他们不
反对，保罗非常希望去探望他们。于是保
罗差派了提多去哥林多教会，看看他们是
否真的讨厌他。或者提多可以帮助他们明
白，保罗的责备其实是爱与关怀。可是提
多没有随这艘马其顿的船回来。
深思熟虑之后，保罗决定亲自乘船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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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渴望见到你！”提多高兴地说，
“我们的新信徒朋友理解你的担忧，急切
希望再次见到你。”
保罗放下心头大石，计划去探望哥林多
教会，但他先写了一封信给在那里的朋友
们。（停顿）提多将把信带去那里，你可
以在圣经里看到这封信，那就是〈哥林多
后书〉。在信内，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他非
常开心与他们仍是朋友，而且他十分爱及
关心哥林多教会，并且鼓励他们像其他教
会一样，热心并慷慨地奉献金钱给耶路撒
冷的穷人。保罗也提到他希望教会能向提
多及他的旅伴展示爱与关怀。
提多不仅心甘情愿而且充满喜乐地服侍
保罗，而且也这样服侍教会里的人。也许
你与提多有同样的恩赐，可以与别人融洽
相处。提多和保罗都真的非常关心加入了
教会的人，这是保罗写信给他们并探望他
们，帮助他们持守真道的原因。提多和保
罗亦关心仍未加入教会的人，所以他们经
常周游四方向人们传讲耶稣的福音，并帮
助有需要的人。

总结
问：你希望成为保罗的旅伴吗？你觉
得去了那么多地方后你会感到疲倦吗？为

服

什么呢？为何提多是教会及保罗的好帮
手呢？一起阅读林后8：17来解答这个问
题。（提多充满热心并乐于服侍教会）提
多这个例子提醒我们：

当我乐于帮助别人时，我是在侍奉
上帝

存心节

你需要：
把 大 绳 挂 在 教 室 内 做 □两条2.5米
长的大绳
成两条晾衣绳。把存心
□索引卡
节写在索引卡上（一个
□衣夹
字一张卡）。制作两套
卡，并把每一套卡的次序弄乱。
请孩子翻开圣经读出存心节。（“父
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约
20：21）重复大声读出数次。把全班分成
两组，每组站在一条绳前面约一米远，在
每一组前面放置一堆衣夹及一套索引卡。
当你说“开始”时，每组的第一个孩子要
把其中一张索引卡夹在绳上，然后第二个
孩子则把第二张卡放在相应的适当位置，
如此类推直至整个存心节都依次序夹好在
绳上。可以考虑：替他们计时或设置一个

事

38；林前9：19-23
现在进行一个“圣经宝剑
你需要：
训练”：两人一组，把会读
□每个孩
子一本 字的孩子和不会读字的孩子分
圣经
在同一组。当你说：“举起
宝剑。”孩子就要举起圣经准备，接着你
说出其中一个经文，并说“开始”，而他
们则翻开圣经找出它来。第一个找好的便
起立并读出来。当所以经文都读完了，由
孩子说出它们是如何说明关怀及照顾别人
（看总结）。有需要时大人们可以协助。

总结
说：你喜欢我们的“宝剑训练”吗？
（喜欢，不喜欢）让我们一起重温所学
到的关于关怀与帮助的信息。（上帝看
顾受伤和痛苦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巴拿巴鼓起勇气帮助人；关怀使他人学会
关怀；我们应该让别人知道我们关心他；
作见证时可以关怀他人；我们应该照顾别
人）我们一起读出主题信息：

当我乐于帮助别人时，我是在侍奉
上帝

时限，使他们可以挑战完成。

圣经研究
预先在大家都看到的地方，写下关于关
怀与帮助的参考经文。
王下4：32-37；徒11：22-30；罗1：
6-9；提前5：4；约11：32-44；徒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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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款待教会同工
预先安排一位在教会负责带领

会的人）你可以与教会一同做些

个人布道工作的人来，告诉孩子

什么来帮助别人呢？（例如与教

他们的职责包含哪些事，以及他

会一同收集食物及金钱给有需要

们如何帮助教会以外的人。如果

的人、捐献、宣传社区活动、为

遇上收捐（如善工捐及安泽年度

他们祈祷等）你会以什么态度去

呼吁），则请负责人解释如何向

帮助别人呢？（上帝会帮助我变

邻居募捐及捐款的用途。

得乐于助人而且有热诚）我们的

总结

主题信息说什么？

问：假如

（来宾的名字）

不工作会发生什么事？（教会不

你需要：
□给父母的信

能顺利运作；不能接触没有返教

当我乐于帮助别人时，我
是在侍奉上帝

信息分享
收集食物

总结

预先准备一个计划，用篮子

问：我们的计划与圣经故事

装一些不易坏的食物。请全班孩

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会收集

子参加，把这些食物分给有需要

东西给有需要的人，像保罗和提

的人。提前分派信件给家长，告

多）你觉得我们这个计划如何？

诉他们这个计划，包括准确的日

你乐意而且有热诚吗？当你帮助

期和时间。请帮手开车接送或陪

有需要的人时，你是在服侍谁？

同。同时邀请孩子从家中带一些

一起读出太25：31-40（主耶

食物放进篮子。联络教会的社会

稣）一起读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服侍部或相关机构，获得需要帮

当我乐于帮助别人时，我
是在侍奉上帝

助者的名单，如果可行则请孩子
派发食物。
（如果上述活动在你的安息
日学不可行，计划另一个服侍活
动，或鼓励他们在本周帮助有需
要的人。）

结束
唱关于感恩的歌。祈求收集食
物的任务成功，并为那些收到食
物的人祈祷。
提醒孩子运用他们的研经指引
并做每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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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事

作第二课预备活动A之用，见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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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 学生本

福音使者
参考资料
林后2：12、13；8：16-24；9：1-8；罗15：
26；《使徒行述》247、266、267页

存心节
“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
们。”——约20：21

主题信息
当我乐于帮助别人时，我是在侍奉上帝

你去过机场吗？码头呢？看着飞机和
轮船来来回回，你是否感到有趣？今
天的故事中，保罗正身处一个码头，
他在那里做什么？故事是这样的……
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水手们将沉重的包
裹背上肩，走进特罗亚巿的码头。保罗在
人群中挤来挤去，想问这艘船从哪里来。

收到信后的反应如何，担心他的直言会伤
害他们。因为保罗十分关心哥林多的信
徒，所以如果他们不反对，保罗非常希望
去探望他们。于是保罗差派了提多去哥林
多教会，看看他们是否真的讨厌他。或者
提多可以帮助他们明白，保罗的责备其实
是爱与关怀。可是提多没有随这艘马其顿
的船回来。
深思熟虑之后，保罗决定亲自乘船往马
其顿找提多倾谈，因为他极其关心哥林多
教会的反应是如何。
到了马其顿，保罗找到了提多并问关于
哥林多教会的事。他们愿意见他吗？或是
保罗永久地破坏了他与他们之间的友谊？
“他们渴望见到你！”提多高兴地说，
“我们的新信徒朋友理解你的担忧，急切
希望再次见到你。”
保罗放下心头大石，计划去探望哥林

保罗叫住了一位水手，并问道：“你来

多教会，他先写了一封信给在那里的朋友

自马其顿吗？”当他得知这艘船的确来自

们。提多将把信带到那里，你可以在圣经

马其顿时，他便在人群中仔细寻找着，看

里看到这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在

看是否有他的朋友──提多。

信内，保罗告诉哥林多人他非常开心与他

提多是个好人，特别受欢迎及爱戴，很

们仍是朋友，而且他十分爱及关心哥林多

少有人不喜欢他。如果教友之间有争论，

教会，并且他鼓励他们像其他教会一样，

提多会帮助他们找出分歧，并解决问题。

热心并慷慨地奉献金钱给耶路撒冷的穷

提多正是保罗现在需要的人。

人。保罗也说他希望教会能向提多及他的

保罗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

旅伴展示关怀。

会的人，希望他们能悔改。这

提多不仅心甘情愿而且充满喜乐

个教会的人都是新信徒，

地服侍保罗，而且也服侍教会里

他们以前没有敬拜过上

的人。或者你与提多有同样的恩

帝，有不少人以前是拜偶像

赐，可以与别人融洽相处。提多

的，甚至是罪犯，所以保

和保罗都真的关心加入了教会

罗告诉他们：和从前一

的人，这是保罗写信给他们

样行事为人，并不能为

并探望他们，帮助他们持守

耶稣作好见证。

真道的原因。

保罗不知道哥林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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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多和保罗亦关心仍未加

服

事

入教会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周游四方向人

像保罗及提多一样真诚地关心他人吗？你

传讲耶稣的福音，帮助有需要的人。你能

会乐于服侍他们吗？

亲子时间
安息日
•如果可以，与家人外出散步，收集一
些能使人开心的东西（如野花、漂亮
石头、贝壳等）。我们的圣经课程提
及以收集东西来帮助人，当你阅读课
文时请留意这些内容。
•阅读、讨论约20：21。
•在祈祷前一起唱关于祈求的诗歌。

星期日
•在家庭灵修时阅读、讨论林后2：12、
13。保罗从特罗亚的码头去哪里？
在圣经地图上找出来。
•制作芹菜船以提醒大家关于保罗乘船
的事。切下并洗净大约15厘米的芹
菜，使之填满花生黄油。将奶酪切成
三角形，并用牙签把它插在花生黄油
上，做成帆船。当你们一起享用这些
“帆船”时，讲述保罗乘船的故事。
•复习你的存心节。

星期一
•与家人阅读、讨论林后8：16-21。讨
论保罗与提多对哥林多新教会的关
心。“热心”是什么意思？与家人一
起讨论。你是否热心地帮助别人？为
什么？
•第19节提及捐献，这个捐献是用来帮
助谁的呢？（读罗15：26）在这星期
装饰一个罐子或盒子，用来为穷人收
集硬币。把这些捐献在这个安息日带
去教会。

星期二
•在家庭灵修时阅读、讨论林后8：2224。谁去探望哥林多教会？为什么？
•请家中的大人把耶稣的画像放在一个

你够不着的高处，尝试触碰它。请大
人们抱起你让你碰得到。我们应该帮
助其他人，让他们看见、认识耶稣
吗？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怎样做
到？请与你的家人讨论。
•给你的存心节谱上曲子。

星期三
•与家人一起阅读、讨论林后9：1-5。
保罗提醒哥林多人什么呢？
•大自然中也有以收集东西帮助别人的
例子。尝试认识蜜蜂，它们会收集什
么呢？为什么？画一只蜜蜂并填上颜
色。
•读出你的存心节。
•在祷告前唱一首关于立志的诗歌。

星期四
•与家人阅读、讨论林后9：6-8。上帝
希望我们怎样施予呢？圈出正确答
案：
		
不甘心
乐意
•剪出一些纸船，在每一只船上写出存
心节上的一个字，弄乱这些纸船的顺
序，再尝试排列出正确次序。另外加
上一只船，在上面写出整个存心节。

星期五
•在黄昏的家庭灵修时，向家人讲述并
演出圣经故事。
•你有与安息日学班的同学，一起计划
收集食物给有需要的人吗？与家人分
享你帮助别人的感受。
•谁也一样乐于给予别人她拥有的东西
呢？（读可12：41-44）
•计算你储蓄了多少钱要给予有需要的
人，请家人帮你把它们放进捐袋，在
明天带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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