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課

普天同慶
本月主題
經文
列王紀下
23：21-25
歷代志下35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王》
第32章

存心節
「在約西亞以前
沒有王像他盡心、
盡性、盡力的
歸向耶和華，
遵行摩西的
一切律法；
在他以後
再也沒有王像他」
（列王紀下23：25）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我們可以
慶祝紀念耶穌
為我們所做的事情。
感受與他人一起
慶祝上帝
賜福的願望。
回應透過選擇，
慶祝耶穌為我們
所做的事情。

聖經教導我們有關上帝對我們的愛。

故事大綱
聖殿重新修繕之後，約西亞王發佈指令，慶祝逾
越節。這個慶典儀式，提醒以色列人要常思考上帝如何
帶領他們擺脫埃及人的奴役。王要每個人都參與這個特
別的儀式，所以他自己提供了三萬三千頭祭品獻祭，並
且捐獻了很多其它物品。數千百姓有巨大的盛宴和美妙
的音樂相伴，以慶祝逾越節，並守除酵節七日。「在以
色列中沒有守過這樣的逾越節」（歷代志下35：18）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約西亞王再次引領以色列人遵從上帝的道。這一
次，讚頌上帝把他們從埃及拯救出來的降臨仁慈，並體
恤他們的肉體需求。就像上帝看顧祂的百姓一樣，今天
祂也看顧我們。我們稱頌祂對我們的仁慈，使祂喜悅。

教師補充材料
「猶大國趨向毀滅的頹勢，是被這般令人驚訝其
優秀的王所阻斷。約西亞雖然八歲登上王位，但他接受
大祭司的忠告，在他三十一歲時，完成了猶大歷史上從
未出現的最大規模宗教改革。他從聖殿中拆除搗毀了敬
拜假神的祭壇、偶像和象征符號。他在一連串緊張的事
件中，重新發現了摩西律法書，並立即按其教導行事。
沒有哪個王能與約西亞的誠摯敬虔的實踐精神相提並
論。」（《學生聖經》原文第315頁）。
逾越節──此節日創立於出埃及記，紀念以色列
人逃離埃及的那個晚上，所有頭胎出生的埃及人被屠
殺。為此，節慶中有詳細說明，（出埃及記12：1-28）
後來成為了一年一度的遵守節期。（《基督復臨安息日
會聖經辭典》原文第842頁）。

信息
我們一起慶祝
耶穌為我們
所做的事情。

教室布置
見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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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1

時

間

活

動

歡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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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出代價

C.埃及接力

--白紙
--膠帶
--紅水彩或蠟筆
--報紙
--油漆刷
--無酵餅
--葡萄汁
--素羊肉
--水
--鹽
--藥草
--紙盤
--紙杯
--每隊一個籃子
--四或五件小傢俱

B.逾越節的預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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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服裝
--王冠
--披風
--預備活動B 逾越節盛宴
的物品
--紙或黑板
--聖經
--六隻羊的圖型（見第139
頁）

－存心節
－聖經研究

3
4

所需材料

課程應用

＜15分鐘

你是特別的

--包裝禮盒
--小禮物

分享

＜15分鐘

遵守安息日

--卡片
--蠟筆或白板筆
--氣球（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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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適合實際情況的活動

你需要：
*白紙
*膠帶
*紅水彩或蠟
筆
*報紙
*油漆刷

A.付出代價
課程開始前，在教室外的門柱繫上白紙條。地板上鋪報紙防止
意外發生。孩子們到達時，問他們是不是家裏的長子或長女，如果
是，讓他們在門柱漆上以紅色水彩或蠟筆代表的「血」。

总結
問：因為你是長子或長女而在門柱上刷漆像什麼呢？如果不要
你在門柱上刷漆會感覺怎樣呢？如果你知道你的生命要仰賴門柱上是
否刷漆，你會怎麼辦？今天我們要瞭解以色列人稱之為逾越節的相關
慶祝事項。我們也可以紀念上帝為我們所做的事情。今天的信息是：
我們一起慶祝耶穌為我們所做的事。

B.為逾越節預備
你需要：
*無酵餅
*葡萄汁
*素羊肉
*水
*鹽
*藥草
*紙盤
*紙杯

無酵餅配方
四杯麵粉
一茶匙鹽
半杯水
把麵粉加水揉成16個丸子，再把丸子壓扁成直徑7英吋（約18公
分）的圓餅，烤箱預熱（約攝氏180-200度）5分鐘，等到圓餅呈淺黃
色，變脆並且膨鬆發脹。
預備逾越節盛宴，為逾越節放置紙杯、紙盤和食物的餐桌。此
布置將在課堂時間使用。

总結
問：我們已經為一個特別的慶祝擺設好餐桌，你願意帶著無酵
餅參加一個晚宴嗎？為什麼？有人能猜出這頓晚餐是慶祝什麼嗎？慶
祝及提醒我們自己，上帝已為我們所做了很好的事。今天的信息是：
我們一起慶祝耶穌為我們所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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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埃及接力
依照組別大小，分成兩個或多個團隊。說：當以色列人離開埃
及以後，他們不得不匆匆打包行李。你必須把每樣東西包起來，跑到
屋內的另一邊，又跑回來打開行李拿出物品。每個隊員都必須打包。

总結
問：當你試著快速打包行李時很像什麼呢？以色列人不得不快
速打包行李，後來他們慶祝那個夜晚，慶祝上帝為了我們所做的好
事。今天的信息是：

你需要：
*每組一張毯
子
*每組四或五
件小傢俱

我們一起慶祝耶穌為我們所做的事。
和我一起讀。

讚美和祈禱
交誼

Any e
T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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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手鼓掌」（為喜樂歌唱 第4首）
「信靠和順從」（為喜樂歌唱 第113首）
「主啊，我要頓足高喊」（為喜樂歌唱 第56首）
「哈利路亞」（為喜樂歌唱 第16首）
「我們是教會」（為喜樂歌唱 第141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團契的主題。

捐獻
說：當我們為聖工捐獻，就表現出關心全世界。

你需要：
*捐獻箱

祈禱
圍成一個圈跪下，讓孩子們為安息日和他們喜歡的一樣東西感謝
上帝。讓他們像大聲朗讀般禱告，透過感謝上帝給予我們慶祝祂仁慈
的機會做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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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
服裝
*王冠
*披風
*預備活動B
（逾越節盛
宴的物品）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人物：約西亞王

場景布置
可能的話，邀請一個成年男
子扮演約西亞王這個角色，要他講
這個故事。讓孩子們按照活動B，
圍著「逾越節盛宴」坐下。如果適
合的話，在「約西亞」講故事的時
候，讓孩子們品嘗餐點，或讓他們
觀看、觸摸不同的食物。
每次提到「逾越節」，孩子
們應該拍手說：「謝謝上帝救了我
們。」介紹講話的人扮演約西亞王
的角色。

說故事
在過去的兩個星期，你 已 經
瞭解我是如何在八歲時就繼承了王
位。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如何擺脫偶
像的，並且你聽到律法書是在聖殿
裏找到。我要慶祝百姓決定跟從上
帝，因為很多年都沒有逾越節的慶
祝了。所以我判斷這是可以正確的
評價百姓下決心的方式。
通常百姓是和家人或鄰居一
起慶祝逾越節。我想要百姓明白，
我們都是上帝大家庭的成員。我
也知道有些人不能提供，或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必須獻上一頭動物為貢
品，因此我提供了三萬隻綿羊、山
羊以及三千頭牛。其它的領袖也願
提供幫助，他們也提供了數以千計
的供物。
慶祝逾越節是為了讓以色列

人回想起出埃及時，被上帝拯救的
事情，埃及法老王不願意讓以色列
人離開，因此，上帝發了十大災
禍，迫使法老王釋放我們。這些災
禍分為很多形式：血災、蛙災、虱
災、蠅災、畜疫之災、瘡災、胞
災、蝗災和黑暗之災。其中第十大
災禍是最可怕的。
上帝將派下使者，屠殺每個
埃及人家中的長子。摩西要每個以
色列家庭都標上記號，好讓上帝派
下的使者能辨識略過。上帝指示以
色列人宰殺一隻羔羊獻祭，並把羔
羊的血灑在門柱上，如此一來上帝
的使者就不會屠殺這家人的長子。
如果有人沒這麼做，那麼他們家的
長子就會面臨死亡的命運。
逾越節也讓百姓知道，上帝
要使他們從罪惡中被救贖。代表耶
穌的羔羊會在逾越節期間成為祭
品，這是表示耶穌將在十字架上為
每個人的罪而死。
逾越節的盛宴蘊含了特殊
意義，當我們吃的時候，就會回
想起第一次穿過紅海的情形。我
們食用無酵餅，沒有經過酵母發
酵的餅，是因為第一次穿過紅海
時，我們連使餅發酵的時間都沒
有。酵母也提醒我們，罪是如何
悄然無息的來到我們生活當中，
幾乎無法以肉眼辨識。
我們吃那些血被灑在門柱上
成為祭品的羔羊肉，小塊羊肉包
在無酵餅裏，羔羊使我們憶起為
了我們的罪而犧牲生命的偉大耶
穌。
鹽水也讓我們憶起從前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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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時，過著以淚洗面的日子，苦
藥草的味道則提醒我們當時生活的
苦難。
我要祭司把所有的百姓以家
庭為單位分組，並且每個家庭都要
獻上一隻逾越節的羔羊。
當逾越節來臨時，所有的祭
司都將侍立於他們的位子上，與百
姓一同慶祝逾越節。他們以動物為
祭品調理烘烤，再把祭品的肉分給
百姓吃。
那一天全面停工，專心準備
充足的食物和美妙的音樂。逾越節
過後，百姓共同慶祝為期七日的無
酵節。所有的時間都將在感謝上帝
的仁慈中度過，祂已救贖了我們，
我們決不能忘記。
讓我們一起唱頌讚的詩歌，
好慶祝上帝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总結前唱首歌）

总結
問：你如何看待，參與遵守
約西亞的逾越節？慶祝期間你做了
什麼?為什麼我們現在都不遵守逾
越節了？（逾越節是指，向耶穌獻
祭，祂早已降臨於世，並為我們而
死，就沒有必要遵守了）你能想出
現今教會遵守的聖禮嗎？（聖餐
禮）慶祝上帝為我們所做的好事。
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我們一起慶祝耶穌為我們所
做的事。

存心節

你需要：
集中注意力寫
*聖經
出存心節的句子，
讓大家看見。做示範動作，孩子

們每次重複這節經文時，遮住或
擦掉一個字。當所有的字都被擦
完時，孩子們應該記住這節經文
了。接著，依照經文教導孩子們
下列動作：
在約西亞以前
向前指
沒有王像他
從一邊到另
一邊搖頭
歸向耶和華
轉向
在他以後
向後指
再也沒有
從一邊到另
一邊搖頭
興起
握住手
一個王像他
放在頭上，
象征王冠
列王紀下23:25 手掌合攏然
後打開。

聖經研究
把問題和經文寫在羊的圖型
上，每隻羊一個詞句。課程開始
前，把它們藏匿於在屋內各處。
對於人數較多的組別，每個問題
需要多印幾張。幫孩子們分組，
確定不能閱讀的與能閱讀的兩人
一組，或由成人協助。說：在屋
內各處藏了六隻羊的圖型，上面
有問題和經文，當我說：「開
始！」時，大家就把這些羊找出
來。讀出問題；並在經文中找出
答案。
1.約西亞在幾歲時，鼓勵以
色列人一起遵守逾越節
的？歷代志下34：1；歷代
志下35：19。
2.約西亞是一個怎麼樣的
王？列王紀下23：25
3.以色列人如何享用逾越節
的盛宴？為什麼？出埃及

你需要：
*聖經
*六隻羊的圖
型（第13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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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12：11。
4.為什麼以色列人在逾越節
期間食用無酵餅？他們對
酵母做了什麼？出埃及記
12：15。
5.以色列人在逾越節期間慶
祝什麼？出埃及記12：
26，27。
6.確定耶穌兩次遵守逾越
節。路加福音2：41，42；
22：7，8。
安排時間和全組一起聽問題
及答案。

亞王覺得遵守逾越節對以色列人
很重要？為什麼今天我們不守逾
越節了？（逾越節紀念出埃及的
救贖，耶穌與門徒遵守時，以聖
餐禮取代了它。見路加福音第22
章）為什麼我們需要記住上帝為
我們的付出？（幫助建立我們的
信心，提醒我們可以在生活中的
每件事情上信靠祂）。讓我們來
讀今天的信息：
我們一起慶祝耶穌為我們所
做的事。

总結
問：你認為，為什麼約西

3
你需要：
*每個孩子
一個小禮
物（花、
徽章、膠
帶等等）
* 禮物盒

課程應用

你是特別的
在一個大盒子裏，為每個小
孩子放一個小禮物，並把它包裝
起來。
問：我這裏有一個禮物，有
人願意猜猜裏面是什麼嗎？我們
通常在什麼時候收到禮物？這是
一個特別的禮物，它不是為生日
或聖誕節而準備。
裏面是一些小禮物，你們一
人一個，我要跟大家一起慶祝。
讓孩子們上前來，從盒子裏揀選
禮物。
與孩子們談論其它節慶。可
以做一張列表，提醒孩子們思考

有關聖餐禮和安息日。問：我們
可以做些什麼，以助於我們享用
更多上帝的節慶呢？討論如何使
安息日更加快樂的想法。

总結
說：通常人們在節慶中是什
麼樣的心情呢？（快樂、愉悅、有
趣）你能向家裏建議什麼樣的想
法，使安息日更加快樂？給每個孩
子一些時間回應。上帝賜給我們節
慶，以表達祂有多麼的愛我們，祂
期待我們與祂共同歡慶的日子。讓
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我們一起慶祝耶穌為我們所
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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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

安息日遵守
告訴孩子們，可以邀請一個
客人──一個朋友或親戚。
在課堂設計一個特別的安息
日慶祝時間。根據具體情況可以
在安息日課程、禮拜時間或聚餐
時間，以及下午活動期間，讓孩
子們寫一個字條邀請客人，字條
附上一個氣球，每個孩子拿著氣
球，把它交給想邀請的對象。

息日的遵守很特別，我們會過得
愉快。耶穌正在天上計劃一個大
節慶，最棒是每個人都被邀請。
你想到那裏去嗎？如果想就舉起
手。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我們一起慶祝耶穌為我們所
做的事。

你需要：
*紙
*蠟筆或白
板筆
*氣球（孩
子每人一
個）

結束
以禱告結束，祈求上帝賜福
與安息日遵守的計劃，感謝祂正
在天上為我們計劃。

总結
問：你如何看待我們對安息
日的遵守？你會邀請誰？我們安

註：確定孩子們有依照計劃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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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課／學生本

普天同慶
經文
列王紀下
23：21-25
歷代志下35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
王》第32章

存心節
「在約西亞以
前沒有王
像他盡心、
盡性、盡力的
歸向耶和華，
遵行摩西的
一切律法；
在他以後
再也沒有
一個王像他」
（列王紀下
23：25）

信息
我們一起慶祝
耶穌為我們
所做的事情。

想想你以前經歷過最好的歡
慶場面，或許是一個生日或聖誕節
的聚會，什麼使它如此記憶猶新？
約西亞王和以色列人舉行了一次非
常特別的慶祝活動，讓我們來讀下
列故事。
約西亞在他的統治期間取得
了相當大的成就。以色列人拆毀偶
像雕刻，並且在聖殿中找到律法
書。研讀律法書後，約西亞為使百
姓順從上帝，決定舉行很多年來都
沒有舉行的逾越節慶祝。約西亞決
定把所有的百姓聚集起來舉行一次
盛大的慶典。通常，百姓是和他們
的家人或是鄰居一起慶祝逾越節。
約西亞了解到，有些人無法提供或
是不明白為何他們必須獻上一頭動
物當做祭品。因此，約西亞提供三
萬隻綿羊和山羊，以及三千頭牛，
其它領袖也表示願意提供幫助，他
們也提供了上千頭的祭品。
慶祝逾越節是為了讓以色列
人回想起出埃及時，被上帝拯救的
事情，埃及法老王不願意讓以色列
人離開，因此，上帝發了十大災
禍，迫使法老王釋放我們。這些災
禍分為很多形式：血災、蛙災、虱
災、蠅災、畜疫之災、瘡災、胞
災、蝗災和黑暗之災。其中第十大
災禍是最可怕的。
上帝將派下使者，屠殺每個
埃及人家中的長子。摩西要每個以
色列家庭都標上記號，好讓上帝派
下的使者能辨識略過。上帝指示以
色列人宰殺一隻羔羊獻祭，並把羔
羊的血灑在門柱上，如此一來上帝
的使者就不會屠殺這家人的長子。

如果有人沒這麼做，那麼他們家的
長子就面臨死亡的命運。
逾越節也讓百姓知道，上帝
要使他們從罪惡中被救贖。代表耶
穌的羔羊會在逾越節期間成為祭
品，這是表示耶穌將在十字架上為
每個人的罪而死。
逾越節的盛宴蘊含了特殊意
義，當我們吃的時候，就會回想起
第一次穿過紅海的情形。百姓們食
用無酵餅，沒有經過酵母發酵的扁
平餅，因為第一次穿過紅海時，連
使餅發酵的時間都沒有。酵母也提
醒他們，罪是如何悄然來到他們生
活當中，幾乎無法以肉眼辨識。
他們將那些血被灑在門柱
上，成為祭品的羔羊烤了，沾著鹽
水一起入口，羔羊肉使他們憶起為
了他們的罪而犧牲生命的偉大耶
穌。鹽水也讓他們憶起從前為人奴
隸時，過著以淚洗面的日子，苦藥
草的味道則提醒他們；當時生活的
苦難。
約西亞要祭司把所有的百姓
以家庭為單位分組，並且每個家庭
都要獻上一隻逾越節的羔羊。
當逾越節來臨時，所有的祭
司都將侍立於他們的位子上，與百
姓一同慶祝逾越節。他們以動物為
祭品調理烘烤，再把祭品的肉分給
百姓吃。
那一天全面停工，專心準備
充足的食物和美妙的音樂。逾越節
過後，百姓共同慶祝為期七日的無
酵節。所有的時間都將在感謝上帝
的仁慈中度過，祂已救贖了祂的百
姓，他們永遠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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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可能的話，和家人一起出去散步，
找一些嫩枝條繫在一起，插入水
中，並在地上复蓋東西。
•看你的家人能否猜出水乾以前，你
复蓋了些什麼，輪流做。
•感謝上帝的看護。
星期日
•畫些以色列人逾越節期間吃的食物
圖片，剪下來貼在一個紙盤上。
（如果你需要幫助，閱讀列王紀下
23：25）把存心節寫在盤子上。
•以色列人飲用食物時與苦藥草一起
飲用，詢問你的母親，能否聞聞或
嚐嚐熟藥草，嚐起來是苦味嗎？
•在辭彙索引中查「藥草」一詞。在
聖經其它兩個地方找出提及藥草的
出處。
星期一
•如果你不得不迅速離開家中，你會
帶什麼呢？列一張清單。瞭解你的
家人會帶什麼。
•在報紙上尋找有關難民或流浪漢的
圖片和資料。和家人討論，你能夠
幫助這些人什麼？
•為難民和流浪漢禱告。
星期二
•問你媽媽你可不可以做無酵餅？你
需要兩杯麵粉、半茶匙鹽和四分之
三杯水，加在一起揉成八個麵團。
把每個麵團捏成圓扁形，把烤箱預
熱，以攝氏180-200度烘烤5分鐘，
當晚聚會時與家人一同分享。

•禮拜時回顧歷代志下第35章。
•唱一首頌讚詩歌，然後感謝上帝的
看護。
•為你的自由感謝上帝。
星期三
•製作一本家人生日和其它重要節日
的日曆。
•在清單中加上公休假日和慶典。選
擇其中一個，找出這節日的由來。
•上帝要我們每週遵守什麼？（見出
埃及記20：8-11）
•感謝上帝賜給我們特別的日子，讓
我們讚美祂的愛。
星期四
•把一張紙剪成細條，給每個家人一
張紙條，讓他們寫出有關上帝為他
們做的事情，把紙條兩端貼在一
起，形成一個感恩鏈。
•討論一下，你能為安息日家庭聚會
付出的事。
•為安息日預備，打掃房間。
•為那些記錄在感恩鏈上的事，感謝
上帝。
星期五
•在家庭禮拜聚會時回顧，並表演約
西亞的故事。
•為家人重複你的存心節。
•唱一首讚美詩歌，然後感謝上帝本
週的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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