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課

隱藏的財寶
本月主題
經文
列王紀下22
歷代志下34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王》
第32章

存心節
「你的話
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詩篇119：105）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上帝的話
是每天生活中
最重要的指南。
感受渴望知道
聖經中所云，
指引我們
生活道路的話。
回應透過研習聖經
瞭解上帝
對我們的計劃。

信息
當我們聆聽、
研讀和順從
上帝的話時，
祂就引領我們。

聖經教導我們，有關上帝對我們的愛。

故事大綱
約西亞王二十六歲時，下令修繕聖殿。在此過程
中，「祭司希勒家偶然得到了摩西所著作耶和華的律法
書」（歷代志下34：14）。約西亞研究此書，請教女
先知戶勒大，要她為他解說這本書。他把所有的百姓聚
集在殿中，唸這本書給他們聽。他站在眾人面前，承諾
要重新恢復律法書所立的約，並要百姓都這樣做。所有
的百姓都承諾跟從耶和華，並服從誓約。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約西亞王領導他的「團體」──以色列民──掀
起偉大的復興；他與他們分享律法書。此書是我們今天
所知道的聖經的一部分（舊約聖經）。上帝給我們的信
息是：我們讀經、聆聽和順從祂的話語時，祂就會引領
我們。

教師補充材料
「古代的文學作品是寫在皮革、羊皮卷或草紙上
的，一張的皮革可以滿足簡短的交流，但較長的文學作
品，往往是由很多張的皮革或草紙，以長幅條製成一
個卷軸或捆卷。為攜帶方便，長幅條帶总是用一根棍捲
起來。草紙卷的長度一般大約是三十英呎（九公尺），
但有些會更長些。已發現最長的草紙卷，是現在位於不
列顛博物館的大哈裏斯草紙卷，全長一百三十三英呎
（四十點五公尺）。
這些卷軸通常只寫在一面，因此以西結和約翰提
及的，內外都寫著字的卷軸（以西結書2：10；啟示錄
5：1），其內容依據寬度排版。（《基督復臨安息日
會聖經辭典》原文第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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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

活

動

持續

在門口歡迎學生， --無
聆聽他們開心或煩
惱的事

預備活動

＜10分鐘

A.尋寶遊戲
B.賞味期限
C.領航燈

3
4

--小寶物
--尋寶指南
--手工餅乾（麵包）
--小刀
--手電筒
--書
--毯子

讚美和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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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造型捐獻箱
--兩根木釘
--膠帶或膠水
--紙
--鉛筆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存心節
--聖經研究

--聖經時代服裝
--卷軸
--王冠
--王袍
--三份手稿影本
--無
--聖經

Any e
Tim

2

所需材料

歡 迎

課程應用

＜15分鐘

聖經解決方案

--聖經

分享

＜15分鐘

傳播激勵

--卡片紙
--蠟筆或白板筆
--燈座（見第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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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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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活動
選擇最適合實際情況的活動。

A.尋寶遊戲
你需要：
*小寶物
*尋寶指南

先把有趣的小寶物藏起來，（大的組別可多藏幾個）。準備一
些尋寶指南說明寶物的藏匿處，例如：「向門走去，門後你會發現下
一步應去的方向」。說：我已經在房間藏了寶物，這裏有說明指南。

总結
問：你如何看待尋寶？今天我們要瞭解更多有關上週故事中，
希勒家找到財寶的事，他找到什麼？（上帝的律法書）它是我們今天
聖經的一部分，上帝的律法就像地圖指引我們尋求寶物。如果我們遵
從它，就會被引領到天國。今天的信息是：
當我們聆聽、研讀和順從上帝的話時，祂就引領我們。
和我一起讀。

B.賞味期限

你需要：
*手工餅乾
（麵包）
*手電筒
*書

舉起餅，說：我有很香的新鮮烤餅。拿一塊給孩子們聞。新鮮
的餅很柔軟，摸一下，說說你的看法。拿一小塊給某人觸摸。如果把
這塊餅丟在桌上，會如何？（餅會發黴，我會挨餓）如果我吃了它會
如何？（我不餓了，覺得舒服）。如果情況允許，讓每個孩子嚐嚐。

总結
問：如果不吃飯會如何？（錯過一頓飯，僅僅是挨餓。但若不
吃飯，就會餓死）就像我們需要食物維持身體健康一樣，我們也需要
維持靈性的健康。上星期瞭解到約西亞王有個偉大發現。
祭司找到了一樣特別的東西，那是什麼？今天我們將要看到上
帝的話所帶來的變化，當百姓開始閱讀，並且明白了上帝的話時，這
使他們的生活截然不同了。今天的信息是：
當我們聆聽、研讀和順從上帝的話時，祂就引領我們。
和我一起讀。

C.領航燈
盡可能使房間光線完全暗下來，或和孩子們一起擠進毯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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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環顧四周，你能看清楚多少？誰挨著你坐？你怎麼知道？（摸摸
他們，聽他們的聲音）我有一本書希望你閱讀，我們需要什麼才能看
見？（亮光）打開燈或在毯子下打開手電筒。
說：在聖經中，有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的相片，他屬於上帝家中的
一員。誰願意看看他是誰？如果你保密，我就給你看。讓孩子們逐一
在鏡子前看看自己。

总結

你需要：
*一間暗室
或厚重的毯
子
*手電筒
*書

問：你如何看待坐在黑暗中？你能看書嗎？如果看不見怎麼辦？
生活中沒有上帝的話，就像生活在黑暗中。以色列人已長期處於黑暗
之中，因為上帝的律法已然遺失。上帝的話至今仍很重要。為什麼？
今天的信息告訴我們：
當我們聆聽、研讀和順從上帝的話時，祂就引領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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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尋求你」（為喜樂歌唱 第67首）
「拍手鼓掌」（為喜樂歌唱 第4首）
「聖經，上帝，是智慧的和信實的」（為喜樂歌唱 第19首）
「祝福祂的聖名」 （為喜樂歌唱 第9首）
你需要：
「上帝的家庭」（為喜樂歌唱 第139首）
*第一課的
聖工
捐獻箱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聆聽
你需要：
與研習上帝的話，使人們的生活方式發生改變。
*兩個釘子
捐獻
*膠帶或膠水
說：我們的捐獻是幫助那些沒有聚會場所的人和不 *每個孩子一
知道上帝聖言的人。
張紙
*鉛筆

祈禱

邀請每個孩子寫或畫一個禱告請求：用紙貼成一個禱告卷軸，依
據禱告卷軸上的項目祈禱，此卷軸可用數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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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
服裝
*卷軸
*王冠
*王袍
*三份手稿影
印本

人物：約西亞，戶勒大，沙
番，以色列人

場景布置
讓「約西亞」坐在房間角落
的王座上，安排戶勒大坐在對面
角落一把普通的椅子上，指定第
三個角落為聖殿地址。
讓三個能閱讀的孩子分別讀
約西亞，戶勒大和沙番的部分，
也可以要求孩子們，在你講述整
個故事時模仿人物。
提醒孩子們，約西亞在八歲
就加冕稱王了，不像他父親和祖
父，約西亞試圖行善。在他的帶
領下，百姓拆毀了拜假神的祭壇
和偶像。他下令重新修繕聖殿。
大祭司在察看聖殿時發現了一個
卷軸，他交給沙番轉呈給王。

說故事
沙番回到約西亞王那裏，報
告聖殿的修繕進度。
「修建的工人 已 完成他們的
工作，他們 已 用銀兩將修繕聖殿
所需的材料都買齊了，他們 已 付
工錢給工人」。
他又說：「大祭司希勒家給
了我一本書」，沙番把書拿給王
看。（拿出卷軸遞給約西亞）
約西亞王問：「這是什麼
書？」（困惑貌）
「這是你祖父在位時期遺失
的律法書。」沙番說。

約西亞王睜大雙眼從椅子
上坐起，「真的嗎？」他微笑著
說：「太好了！請讀給我聽！」
（模仿讀卷軸）
約西亞王非常仔細地聽著。
沙番唸的時候，他的微笑變成了
緊鎖眉頭，並呻吟著哭叫起來。
接著他跳起來撕裂上衣（約西亞
跳起來，並拉開披風），他不相
信自己所聽到的。書中說，以色
列人要為他們的罪受到懲罰。約
西亞王已疲於勸百姓離棄惡行。
「我們一定要求問耶和華這
書中的話」，他對沙番說道。
「我知道耶和華因我父親和
祖父的所做所為非常震怒，他們
使百姓做惡，看看今天存活的百
姓身上要發生什麼！」
沙番和其它人去見女先知戶
勒大，（集體去見戶勒大）當他們
到了她的住處，給她看了律法書。
「戶勒大，請告訴我們這話
是什麼意思？」他們問道。
「這是耶和華上帝說的，」
戶勒大說：「我要按這書上所說
的去做。百姓不順從我，他們拜
別的神，做了很多壞事，我將降
怒於他們，他們必受懲罰，所以
他們不能再犯罪。
「但要告訴約西亞王，上
帝有一個特別的信息給他，」戶
勒大繼續講道：「上帝對約西亞
說：『你 已 經聽了我的話，即將
發生在你百姓身上的事情，你為
他們感到的難過，甚至撕裂上衣
以明志。我 已 聽到你的悲傷，我
要你安詳地死去，你就不會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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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的百姓遭難。』」
沙番把戶勒大的話帶回給約
西亞王。（沙番轉向約西亞）
約西亞王這時候才知道，他
不能使他的百姓倖免於難，但他
能夠要他們立刻停止惡行。在他
有生之年幫助他們順從上帝，並
叫他們各自的家人也要如此。他
願意為百姓做一切可能之事。
他把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物都
召集起來（約西亞帶領眾人到聖
殿）一同步入聖殿。在那裏約西
亞唸律法書給他們聽。（模仿群
眾坐著聽約西亞讀卷軸）
「我的人民啊！我要遵從耶
和華，聽祂的命令。」約西亞王
說：「你們也能夠保證會這樣做
到嗎？」
眾人回答：「我們會。」
（大家重複「我們會」）「我們
要順從耶和華，我們的上帝。」
你也會向上帝做出同樣的承
諾嗎？今天你會這樣做嗎？

总結
問：為什麼找到卷軸是一個
重大的發現？為什麼上帝的律法
書找到後約西亞王卻心煩意亂？
你如何認識順從上帝的話生活就
截然不同？今天我們擁有上帝的
話語在生活中有何不同？記住今
天的信息：
當我們聆聽、研讀和順從上
帝的話時，祂就引領我們。
和我一起讀。

存心節
把孩子分為兩組

第一組說：
你的話
手掌合攏，然後
打開。
是我腳前
指著腳
的燈
用手圍成圓圈
第二組說：
是我路上
指著地下
的光
手遮住眼睛，再
打開
詩篇119:105 雙手合攏後打
開。
重複幾次，然後兩組互換，
繼續進行，直到孩子們能說出整
節經文。

聖經研究
每組由能閱讀和不能閱讀
的孩子們混合。（成人需在一旁
協助）說：我們將有一個聖經練
劍的訓練，當我說：「拔劍！」
你就舉起聖經，然後我會問一個
問題，並給聖經注釋。當我說：
「衝鋒！」時，每個人就開始找
注釋。你找到經文後，站起來。
第一個孩子站起來閱讀經文。使
用下列問題和經文：
1.沙番對王說了什麼？又做
了什麼？（列王紀下22：
10）
2.王是如何反應的？（列王
紀下22：11）
3.約西亞王要大祭司希勒家
去做什麼？（列王紀下
22：12，13）
4.為什麼上帝對百姓發怒？
（列王紀下22：13）
5.女先知戶勒大說上帝會做
什麼？為什麼？（列王紀

你需要：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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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22：15-20）
6.約西亞決定要做什麼以回
應上帝的信息？（列王紀
下23：1-3）

总結
問：你如何看待約西亞第
一次接獲這個信息的反應？（按
今天的標準 已 不常見。當我們聽
到壞消息時，不會撕裂上衣）你

3
你需要：
*聖經

認為什麼是原因讓聖經著重在行
惡的後果？為什麼學習聖經很重
要？（知道上帝希望我們做什
麼，能明辨是非）當約西亞有時
間思考時，他做了什麼呢？（決
定幫助百姓順從上帝）閱讀聖經
幫助我們更容易判斷是非對錯。
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當我們聆聽、研讀和順從上
帝的話時，祂就引領我們。

課程應用

聖經解決方法

总結

把孩子們分成小組，給每個
小組一個或多個下列劇情，讓他
們討論可能的解決方案。然後把
經文給他們讀。給每個組一些時
間向全班作報告。
1.麗塔在學校被別的孩子欺
負，她感到很沮喪。你能
想辦法幫助她嗎？（申命
記31：6）
2.傑瑞感到害怕，什麼能安
慰他呢？（詩篇34：4）
3.茱麗亞覺得上帝好像都沒
有聽見她的禱告。什麼能
夠鼓勵她呢？（詩篇34：
15，17）

問：聖經如何在你陷入困境
時幫助你呢？如果你不知道能幫
助你的經文章節，你會要誰幫你
查找經文呢？你如何看待透過讀
經獲得的幫助？聖經對任何情況
都有解答嗎？你如何知道？
我相信無論我們面臨什麼
樣的情況，上帝的話都能幫助我
們。記住……
當我們聆聽、研讀和順從上
帝的話時，祂就引領我們。
和我一起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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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

激勵傳播
發給每個孩子一張燈座圖案
影本（見第138頁），要求他們
把存心節複印在燈圖案紙上，要
孩子們想出他要一起分享這個信
息的人，或需要被安慰和想被鼓
勵的人。
把孩子分成兩個一組。說：
告訴你的組員，你想把卡片給
誰，然後共同討論其它鼓勵人的
方法。

总結

法？你能想起某次，在你氣餒沮
喪時得到別人的幫助嗎？如果他
們說不，就問：什麼使你感到更
舒服？無論什麼困難，上帝的話
將幫助我們和我們的朋友。讓我
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當我們聆聽、研讀和順從上
帝的話時，祂就引領我們。

你需要：
*燈座（見
第 1 3 8
頁）
*紙
*蠟筆或白
板筆

結束
讓孩子們圍成一個圓圈，祈
求上帝，下星期當他們學習祂的
聖言時給予幫助。

問：還有什麼鼓勵人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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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學生本

隱藏的財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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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話是我
腳前的燈，
是我
路上的光。」
（詩篇
119：105）

信息
當我們聆聽、
研讀和順從
上帝的話時，
祂就
引領我們。

你曾經期待過什麼事情，卻
好像 总 是不盡如人意嗎？當沙番
從聖殿帶著卷軸而來，約西亞非
常的激動，但……
沙番回到約西亞王那裏，報
告聖殿的修繕進度。
「修建的工人 已 完成他們的
工作，他們 已 用銀兩將修繕聖殿
所需的材料都買齊了，他們 已 付
工錢給工人」。
然後他又說：「大祭司希勒
家給了我一本書」，沙番把書拿
給王看。
約西亞王問道：「這是什麼
樣的書？」
「這是你祖父在位時期遺失
的律法書。」沙番說。
約西亞王睜大雙眼從椅子
上坐起，「真的嗎？」他微笑著
說：「太好了！請讀給我聽！」
約西亞王非常仔細地聽著。
沙番唸的時候，他的微笑變成了
緊鎖眉頭，並呻吟著哭叫起來。
接著他跳起來撕裂
上衣，他不相信
自己所聽到的。
書中說，以色列
人要為他們的罪
受到懲罰。約西
亞王已疲於勸服
百姓離棄惡行。
「我們一
定要求問耶和華
這書中的話」，
他對沙番說道。
「我知道耶
和華因我父親和

祖父的所做所為非常震怒，他們
使百姓做惡，看看今天存活的百
姓身上要發生什麼！」
沙番和其它人去見女先知戶
勒大，當他們到了她的住處，給
她看了律法書。
「戶勒大，請告訴我們這話
是什麼意思？」他們問道。
「這是耶和華上帝說的，」
戶勒大說：「我要按這書上所說
的去做。百姓不順從我，他們拜
別的神，做了很多壞事，我將降
怒於他們，他們必受懲罰，所以
他們不能再犯罪。
「但要告訴約西亞王，上
帝有一個特別的信息給他，」戶
勒大繼續講道：「上帝對約西亞
說：『你 已 經聽了我的話，即將
發生在你百姓身上的事情，你為
他們感到的難過，甚至撕裂上衣
以明志。我 已 聽到你的悲傷，我
要你安詳地死去，你就不會再看
到你的百姓遭難。』」
沙番把戶勒大的話帶回給約
西亞王。
約西亞王這時候才知道，他
不能使他的百姓倖免於難，但他
能夠要他們立刻停止惡行。在他
有生之年幫助他們順從上帝，並
叫他們各自的家人也要如此。他
願意為百姓做一切可能之事。
他把所有大大小小的人物都
召集起來，一同步入聖殿。在那
裏約西亞唸律法書給他們聽。
「我的人民啊！我要遵從耶
和華，聽祂的命令。」約西亞王
說：「你們也保證會這樣做嗎？」
眾人回答：「我們會。我們
要順從耶和華，我們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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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家人出去散步。談論什麼是上帝
在生活中所帶領的涵義。你如何確
定祂帶領你和你的家人？
•數一數你家裏有多少本聖經。
•感謝上帝的聖言──聖經。
星期日
•畫一個燈或燈泡，寫上存心節，放
在你每天都能看見的地方。
•你能在屋裏找到多少不同的光源？
數數燈泡。
•做一個祈願福音可以傳遍全世界的
禱告。
•坐在一間暗室裏，並且想象沒有光
亮是什麼樣子。感謝上帝賜予我們
亮光。
星期一
•家庭禮拜聚會時，閱讀和討論歷代
志下第34章。戶勒大是誰？
•開始背誦聖經各卷中的人名。你已
經知道多少了？看你能不能把所有
的人名都說給來聚會的人聽。
•請每個家庭成員說出聖經中他們喜
歡的書卷或故事名稱。
•感謝上帝，我們有聖經的帶領。

•禱告，上帝將幫助你信守承諾。
星期三
•用存心節製做一個書籤，與朋友分
享這個書籤。
•請五個人說出曾鼓勵、幫助過他們
的經文名稱。在聖經中找到那些經
文，並在下面劃線。
•為和你分享書籤的朋友禱告。
星期四
•辭彙索引是一種特別的，有助於查
找經文的指南。今天的聚會中，請
一個成人幫你用辭彙索引查找。查
出詞彙如：「幫助」或「愛」這樣
的詞，並尋找兩處或三處經文。
•聚會時，唱一首讚美詩歌，感謝上
帝今天與你同在。
星期五
•聚會禮拜開始前，藏一些輔助經文
在房間裏，聚會開始時，比賽尋找
經文。
•複習約西亞的故事。聚會時與家人
一起表演。
•揀選詩篇的其中一篇輪流閱讀，然
後重複你的存心節給家人聽。
•祈求上帝，在聖日裏能賜福予你。

星期二
•耶穌稱上帝的話是什麼？（見馬太
福音4：4）
•主動幫忙烘焙烤餅，在晚餐時和大
家分享。為家人解釋耶穌所言，讀
上帝的道就像吃好的食物一樣。
•要你的家人做一個家庭承諾，每天
「充實」上帝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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