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課

約西亞行善
本月主題
經文
列王紀下22章
歷代志下34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王》
第32章

存心節
「約西亞……
他行耶和華眼中
看為正的事」
（歷代志下
34：1，2）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別人
會被我們對
上帝的信心所影響。
感受實行
上帝眼中
看認為對的事
之願望。
回應請求上帝在我們
做的一切事上
帶領我們。

信息
我能成為
周圍人的好榜樣

聖經教導我們有關上帝對我們的愛。

故事大綱
約西亞八歲時成了猶大的王，共統治三十一年。
年幼時，他就以祖先大衛所尊崇的上帝為榜樣（歷代志
下34：3）。他巡遊猶大各地，下令拆除和搗毀所有偶
像，巴力的祭壇和拜偶像的場所。他命令祭司用捐獻恢
復敬拜上帝的聖殿，祭司負責這項工作，在約西亞的領
導下，上帝的百姓共同工作，在他們的土地上，上帝被
放在首位。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約西亞王儘管很年輕，卻在百姓中享有崇高的威
望。他帶領他們遠離偶像崇拜，而去敬拜上帝。我們也
可以鼓勵我們周遭的人，以正確的方式敬拜上帝。

教師補充材料
「依據聖經，偶像崇拜包括各種形式的假神崇拜
和象征耶和華影像的崇拜。新約扩大了偶像的概念，包
括貪吃的習慣（腓立比書3：19）和貪心(以弗所書5：
5)等等……。
「古時候，就已經有人實踐偶像崇拜，如：亞伯
拉罕的父親『侍奉別神』（約西亞記24：2）。崇拜
偶像是以色列人常犯的罪（申命記32：15；列王紀下
17：12；詩篇106：38）， 直到被早期的教會所關
注（哥林多前書12：2）。
「從征服迦南到被擄至巴比倫，偶像崇拜都持續
不斷的誤導以色列人。較早時期有一系列的循環週期：
以色列墮入崇拜偶像便成為受外族攻擊的犧牲品。此
時，往往會興起一次大審判，使百姓從壓迫下重獲自
由，恢復對耶和華的崇拜。這種模式总是不斷的重複出
現（詩篇106）。」（《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辭典》
原文第519頁）

教室布置
見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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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區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1

時

歡 迎

持續

預備活動

＜10分鐘

活

動

在門口歡迎學生，
聆聽他們開心或煩
惱的事。
A．品嚐測試

--無

B．骨牌效應
C．一本不同的書

--三個水壺
--水
--少量的鹽和糖
--紙杯
--桶子
--骨牌
--紙架子
--木釘
--膠水

＜10分鐘

--交誼
--頌讚
--聖工
--捐獻
--祈禱

--無
--為喜樂歌唱歌本
--兒童聖工消息
--教堂造型的捐獻箱
--骨牌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卷軸
--椅子
--骰子
--王冠
--披風
--聖經時代服裝
--大卷軸
--聖經

--存心節
--聖經研究

3
4

所需材料

讚美和祈禱

Any e
Tim

2

間

課程應用

＜15分鐘

把上帝置於首位

--木釘
--膠水
--紙架子

分享

＜15分鐘

--水面漣漪

--碗
--水
--小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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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門口歡迎孩子，詢問他們過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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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所揀選
的預備活動開始。

1
你需要：
*三個水壺
*水
*少量的鹽和
糖
*紙杯
*水杓
*桶子

迎

預備活動
選擇最適合實際情況的活動。

A.品嚐測試
在孩子們來之前，預備三個水壺：一壺裝淡鹹味的水、一壺裝
微甜的水和一壺正常的水。說：我這裏有三壺水，我要你們分別嚐
嚐，並告訴我，哪壺水是你最喜歡的味道。用水杓給每個孩子的杯子
裏裝水，確定每個人都嚐過三種水口味。拿一個小桶子，讓孩子們把
他們不喝的鹽水和糖水倒掉。

总結
問：三種水有什麼不同？你最喜歡哪一種？為什麼？我只是給
這兩個壺水加了少許的鹽和糖，但嚐起來的味道卻有很大的不同，只
是一點點的鹽和糖就改變了水的味道（指水壺），我們會對我們周圍
的人產生影響。我們的選擇決定了影響的好壞。在今天的課程中，我
們要從一個與你同齡、對整個國家有巨大影響力的人身上學習，他是
一個良好的榜樣。今天的信息是：
我能成為周圍人的好榜樣。
和我一起讀。
你需要：
*骨牌
（若班級較
大則需多準
備幾套）

B.骨牌效應
讓孩子們把骨牌擺好，相隔半英吋（1.5公分）的間距豎立。他
們擺完後，叫一個孩子推倒第一個骨牌，觀察它的效應。

总結
問：發生什麼情況？一張骨牌如何使全部倒塌？我們稱之為「骨牌
效應」；每張骨牌都影響相鄰的牌，我們的行為就像骨牌一樣。今天課
程學習一個年輕男孩的影響力，如何扩展到整個國家。今天的信息是：
我能成為周圍人的好榜樣
和我一起讀
C．一本不同的書
幫助孩子們把紙兩端貼起來，展示如何把兩端卷起來，形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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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卷軸。（為課程應用保存此卷軸）

总結
問：人們在何時何地使用卷軸？（在聖經時代的中東地區）你知
道那裏的人至今仍然在用卷軸嗎？（猶太教會每個安息日）第一個卷
軸是皮革做的，後來他們以草紙製成。我們將學習一個特別的、被隱
藏很久的卷軸，它被發現是因一個男孩決定行善；他是一個好榜樣。
今天的信息是……
我能成為周圍人的好榜樣。

你需要：
*藍色建築用
紙
*蠟筆或白板
筆
*砂紙或淺棕
色紙（食品
袋最合適）

讚美和祈禱
交誼
分享剛才聽到孩子們開心或煩惱的事，複習上星期的存心節和教
訓。歡迎和介紹來賓，給予生日祝福或特別宣布。

頌讚
「鼓掌歡迎」（為喜樂歌唱第4首）
「祝福祂的聖名」（為喜樂歌唱第9首）
「我們是教會」（為喜樂歌唱第141首）
「上帝的家庭」 （為喜樂歌唱第139首）
「哈利路亞」 （為喜樂歌唱第16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人們的行為如何影響
他人。

捐獻
說：我們的捐獻支持了為聖工付出的牧師、
醫生、護士、教師，機械師、引航員以及更多的
人。透過支持他們的工作，我們就能影響他們。

你需要：
*第一課的捐獻箱

祈禱

你需要：
給每個孩子一張或多張骨牌，並讓他們像預備活動B
*骨牌
那樣排列好。當他們把一張骨牌放到位置上時，要他們給
希望出現的、更好的影響路徑取名。所有的骨牌排完後，
祈求上帝讓聖靈充滿每個孩子。禱告後說：我知道上帝會幫助我們有好
的影響。讓一個孩子推倒一張骨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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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你需要：
*卷軸
*用布覆蓋
的椅子，當
成王座
*王冠
*披風
*聖經時代
的服裝

人物：約西亞王、希勒家、
沙番。其它孩子被分為侍立在王
旁邊的「朝臣」，獻供的民，修
建工人，祭司守衛。（孩子們需
一人分飾多角）

場景布置：
邀請一個男子扮演約西亞
的角色。他講故事時，工匠、朝
臣、希勒家和沙番要模仿劇情故
事。安息日學開始前，把卷軸藏
好。開始學課前告訴「希勒家」
卷軸藏匿的地方。

說故事
我名叫約西亞，當我還是
你們這個年紀──約莫八歲的時
候就繼承了王位。雖然我還小，
但耳聞許多有關祖父和父親的事
情。我知道他們不是好王。
我祖父瑪拿西王做了很多壞
事；他立偶像，讓百姓拜假神和
天上萬象，並將他的一個兒子以
火祭方式獻給假神。他也在上帝
的聖殿中為假神築壇，他和鬼交
談並殺害很多無辜的百姓。
瑪拿西王也遺失了上帝特別
給予他，指引百姓的律法書。此
書是祭司每天要給百姓讀的書，
沒有這書，百姓就不知道上帝要
他們怎樣生活。
我的父親──亞們王在22
歲時登基，但他仍效法祖父的做
法。他非常邪惡，引起宮怨，導

致後來官員弒君。國民聽到此事
後，殺了背叛父親的官員，之後
我就繼承了王位。
我看到很多的人在經歷苦難
的折磨，立志決不像祖父瑪拿西
和父親亞們那樣做王。我要順從
上帝。
我獻身侍奉上帝，祈求祂透
過我來使百姓更深入了解祂。我
開始明白，我們必須去一切偶像
和拜假神的祭壇。我巡遊各地，
瞭解百姓的疾苦並幫助他們。
（模仿瞭解和幫助百姓，孩子們
模仿搗毀偶像和祭壇）他們拆毀
偶像將之碾碎。（孩子們模仿碾
碎的樣子）。然後，我把碾碎的
粉末撒到祭偶像人的墳墓裏。
（模仿撒粉末）
我26歲的時候，明白自己的
志向：淨化和修繕聖殿。我吩咐
書記沙番，把指令帶給大祭司─
─希勒家。
「告訴希勒家收集所有人民
繳交給守衛的銀兩，告訴他們這
些銀兩將用於修繕聖殿，把銀兩
轉交給殿裏做工的人，付給木匠
工人和買材料。」
沙番立即去見希勒家，（模
仿出去見希勒家）也把我的指令
確切傳達。希勒家告訴守衛收集
銀兩。（派祭司收銀兩）
希勒家環顧聖殿四周（希
勒家開始四處張望，好像在找什
麼東西）他突然叫道：「快看，
我發現了什麼！」每個人都跑過
來，（走向拿起「隱藏的卷軸」
的希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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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什麼？」沙番問道。
「發生什麼事了？」其它祭
司問道。
「看這個！」希勒家舉起
一卷書笑著說：「我發現了律法
書！原來它一直在聖殿裏！」
沙番說：「讓我看。」希勒
家把書遞給他。
沙番讀了幾段，叫道：「王
要看這書！」
希勒家回答說：「請把書交
給他，他一定會非常高興。」
於是，沙番就把上帝的律法
書交給我。是的，我非常高興。
下星期，我將告訴你更多有
關我們閱讀律法書發生的事情。

总結
問：為什麼在瑪拿西王和
亞們王統治期間，百姓會做這些
壞事？這兩個王做了什麼樣的榜
樣？是什麼讓約西亞與他們截然
不同？當約西亞周圍的每個人都
做壞事時，你認為，對他來說做
個好王非常難嗎？當你周圍的其
它孩子都做壞事時，你有沒有覺
得做好事很難？什麼會幫助你做
正確的選擇呢？讓我們來讀今天
的信息：
我能成為周圍人的好榜樣。

存心節
在卷軸寫
上 存 心 節 ， 打 你需要：
開 卷 軸 展 示 經 *有存心節的大
文 ， 讓 孩 子 們 卷軸
複誦這節經文並做動作。
約西亞……行 豎起大拇指
耶和華
向上指

眼中
指著眼
認為對的事。
歷代志下34:1,2 合攏手掌後打
開。
重複幾次，每次打開卷軸展
示少許字。

你需要：
*聖經

聖經研究
分成五對或幾個小組，列出
以下問題，幫助不能閱讀的人，
安排時間在班上報告。
1.約西亞登基時是幾歲？
（列王紀下22：1）
2.約西亞在位多少年？（列
王紀下22：1）
3.約西亞是什麼樣的人？
（列王紀下22：2）
4.約西亞要沙番帶著百姓繳
納聖殿的銀子做什麼？
（列王紀下22：3-6）
5.大祭司希勒家在聖殿發現
了什麼？他把它給了誰？
（列王紀下22：8）

总結
問：你想成為怎樣的王或
女王呢？你如何理解約西亞的感
受？什麼使他與他父親和祖父截
然不同？希勒家發現卷軸的反應
是什麼？當你重獲失物時有何感
受呢？雖然我們不是王或女王，
但我們仍是可以影響社區團體的
一部分。上帝將幫助我們，成為
有正面影響力的人。讓我們來讀
今天的信息：
我能成為周圍人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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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需要：
*活動C的卷
軸（或用下
列方法做一
個卷軸）
*每個孩子一
個24英吋
（60公分）
的紙架子
*每個孩子2
個木釘
*膠水

課程應用

把上帝置於首位
幫助孩子黏貼紙架子的兩
端，教導他們怎麼捲起來，捲成
一個卷軸。
問：今天的故事中，以色列
人已被王誤導而去拜偶像。今天
我們不像他們那樣拜偶像。但在
我們生活中仍可能有偶像的崇拜
嗎？今天的偶像可能是什麼呢？
安排討論時間並列出大家可以看
見的答案。對於我們來說偶像可
能是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東西。
偶像影響我們與上帝的關係，因
為偶像耗費我們的精力和吸引我
們的注意力，使我們遠離上帝。
在你的卷軸上畫出或列出一些可
能成為偶像的事物。
我們怎樣做才能阻止這些事

物變成偶像呢？安排討論並列出
答案。
在卷軸上畫出或寫出一些幫
助我們將上帝置於首位的事物。

总結
給些時間回應你的提問：
把上帝置於首位，如何幫助我們
成為一個對周圍人有正面影響力
的人？把上帝置於首位很容易做
到嗎？我們如何能做到呢？一種
方式是祈求上帝與我們同在。現
在讓我們做禱告，求上帝幫助我
們在生活中把祂放在首位。如果
你想做出這種許諾，就在我們禱
告時舉起你的手。在禱告結束時
說：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我能成為周圍人的好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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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

水面漣漪
問：我們做一些什麼事情
能幫助我們成為一個有正面影響
力的人？列出回答。（微笑、友
好、樂於助人、善解人意、遵守
上帝的律法等等……。）
讓孩子們圍著盛水的碗和盤
集合。將小石頭投入水中。問：
當小石頭投入水中時會發生了情
況？（小石頭沉下去，水面泛起漣
漪）要大家觀察漣漪，說：我們的
行為就像漣漪。我們的言行舉止往
往影響著他人，我們想對別人有正
面的或好的影響。不管在家裏、學
校或操場，你能為別人做什麼，以
成為一個好榜樣呢？當你想到要做
什麼，把你的石頭投入水中，再看
泛起的漣漪吧。
給孩子們一些時間做回應
後，從水裏拿出石頭給每個孩
子，一人一個。說：拿著你的石頭
給今天來的人看，並告訴他們有關

漣漪的效應，以及你如何想成為別
人的好榜樣，要他們也成為好榜
樣。這就是漣漪效應的意義。

总結
誰願意與我們分享你做出的
決定，要成為本周對別人有更好
影響力的人？你將如何付諸於實
踐？如何有助於你的實踐呢？你
認為別人對你做出的榜樣，將會
如何反應呢？對此你是什麼樣的
感受？
讓石頭幫助你記住，即便
是我們做的瑣碎小事也會影響他
人。記住我們的信息：

你需要：
*盛水的碗
或盤
*小石頭

我能成為周圍人的好榜樣

結束
唱「上帝造了我的雙手」
（為喜樂歌唱第57首）。
以禱告結束。禱告求上帝
幫助孩子們，成為一個對他們周
圍人有積極影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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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學生本

約西亞行善
經文
列王紀下22章
歷代志下34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王》第
32章

存心節
「約西亞……他實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正的事」
（歷代志下34：
1，2）

信息
我能成為
周圍人的
好榜樣。

你曾經經歷過這樣的情形
嗎？你的朋友要你做你認為錯的
事情？拒絕是容易的嗎？約西亞
就是被做壞事的百姓包圍，但他
學會了說「不」，因此改變了整
個國家。
約西亞王完全不像他的父親
亞們王或他的祖父瑪拿西王；他
祖父瑪拿西王做了很多壞事，他
立偶像，讓百姓拜假神和天上萬
象，並將他的一個兒子以火祭獻
給假神。他也在上帝的聖殿中為
假神築壇，他和鬼交談並殺害很
多無辜的百姓。
瑪拿西王也遺失了上帝特別
給予他，指引百姓的律法書。此
書是祭司每天要給百姓讀的書，
沒有這書，百姓就不知道上帝要
他們怎樣生活。
約西亞的父親
亞們王更邪惡，
以至於引起宮
怨，導致後來
官員弒君。
國民聽到
此事後，
殺了背叛亞
們王的官
員，那就
是約西亞
才八歲就繼
承王位的
原因。
約
西亞王
不 像 他
的祖父和

父親；他非常愛上帝，他 总 是行
善，他在青少年時就決定獻身侍
奉上帝。
當約西亞王20歲時，他就
開始除去所有偶像和拜假神的祭
壇。他搗毀了拜假神的場所，命
人拆毀偶像，將之碾碎。然後他
把碾碎的粉末，撒到拜偶像人的
墳墓裏。
當約西亞王26歲的時候，他
想淨化他的國土和修繕聖殿，於
是吩咐他的書記沙番去見大祭司
希勒家。沙番離開前，約西亞王
給他一些指令。
「告訴希勒家收集所有人民
繳交給守衛的銀兩，」約西亞王
說道：「告訴他，這些銀子是用
於修繕聖殿的，把銀兩轉交給殿
裏做工的人，付給木匠工人和買
材料。」
沙番進殿後見到希勒家，
希勒家仔細地聽了約西亞王的指
令後，立即命令守衛取銀兩。聖
殿要修理！同時，希勒家有消息
要告訴約西亞王。他對沙番說：
「我找到了律法書！」
「看這個，」希勒家舉起一
卷書，笑著說：「我發現了律法
書！ 它一直在聖殿裏。」希勒家
把書遞給沙番。
沙番讀了幾段，叫道：「王
要看這書！」
希勒家回答：「請把書帶給
王。」沙番就把上帝的律法書帶
給約西亞王。
下星期，我將告訴你，約西
亞王拿到失落許久的律法書所發
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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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隱藏一個小東西讓家人尋找。
•若可能，出去在水邊散步。往水裏
投擲一塊石頭，看泛起的漣漪。問
家人：「這漣漪是如何像我們對別
人的影響？」
•感謝上帝，你成了家中的好榜樣。
星期日
•禮拜時閱讀並討論列王紀下第22
章，你覺得自己從約西亞王身上學
到了什麼？
•製作一個卷軸；把你的存心節寫在
上面。
•你家裏最古老的書是什麼書？
•祈求上帝幫助你行善。
星期一
•想出聖經故事中有關失而復得的東
西和故事。列舉出來與家人分享。
•折疊四張紙在中間釘牢，製成一本
書。在上面寫上你最喜歡的經文，
在禮拜時間分享。
•設計一個「好榜樣」給今天的人一
個驚喜。
•感謝上帝賜予你家庭。
星期二
•回顧列王紀下第22章，祭司們怎
樣得到修繕聖殿的東西？
•找一個箱子或罐子裝飾一下，開始
為你的教堂存錢捐獻。
•查哥林多後書9：7上帝要我們成
為什麼樣的捐獻者？
•在禮拜聚會時，唱一首讚美詩歌，
並祈求上帝幫助你成為一個快樂的

捐獻者。
星期三
•詢問五個人，誰是他們最敬佩的
人？為什麼？
•畫出五樣可能成為你家裏的偶像的
事物。家庭禮拜聚會時，談談如何
阻止它們。
•複習你的存心節，向一個大人背誦
出來。
•祈求上帝幫助你，使祂成為你生活
的中心。
星期四
•修建的工人為了修繕上帝的聖殿而
工作；你能做什麼來幫助教堂，使
它成為一個更好的聚會場所。與家
人做個計劃。
•與家人舉行一個拔河比賽。如何理
解這就像行善的掙扎一樣？因為上
帝在我們這邊，誰會取勝？我們怎
樣才能抵擋罪？（見腓立比書4：
13）
•為獲得抵擋試探的力量向上帝禱告。
星期五
•家庭禮拜聚會時表演出學課的故
事。請你父母講述，某人是生活中
具有正面的影響力的人。
•一起說出你的存心節。
•感謝上帝賜予我們安息日，還有教
會這個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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