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課

奇特的比賽
本月主題
經文
以斯帖記
第1、2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王》
第49章

存心節
「你們的光
也當這樣
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
你們的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
天上的父。」
（太5：16）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上帝的兒女
在影響他人
行善時，
就是侍奉祂。
感受到激勵，
願萬事行在正路上。
回應選擇做
正確的事。

信息
上帝能用
我的人生影響
他人向善。

透過基督徒的生活被領至上帝面前。

故事大綱
王后瓦實提輕慢了王的命令，不願出現在王的筵
席上展現美貌而惹惱了王。王的使者提醒他，整個國家
的婦女都可能會效法瓦實提的行為而違反他們的丈夫，
於是王頒佈詔書瓦實提不再是王后。
王在全國招集年輕的婦女，好從中選一個新王
后，有一位猶太人──末底改──推薦了他收養的女
兒。他鼓勵她到王的面前，王就選她為新王后。她在王
宮裏有好的影響力，她的積極為以後所發生的事件奠定
了基礎。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上帝透過以斯帖為王后的影響力，把她放在一個
她能侍奉祂和祂的百姓之職位上。今天，祂把我們放在
我們能夠侍奉祂的位置上。當我們與他人交往時，透過
我們的影響，帶領人們到上帝面前。

教師補充材料
瓦實提是一個古波斯名，意思是「有願望的人」
或「最好的人」。波斯王亞哈隨魯（薛西）的王后…，
根據非宗教的資料來源知道薛西‧阿麥斯的唯一妻子的
名字，是這個王登基前娶的妻。瓦實提可能已經是薛西
眾多妻子中的一位，這在聖經其它地方是無法考察的。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字典》原文第1147頁）
亞哈隨魯米底亞族大流士王的父親（但以理書9：
1）大流士一世的兒子和波斯國的繼位者（主前486-465
年），在非宗教的歷史資料中稱為薛西…。經同時代的
歷史學家描述他的性格特點，與從他王后以斯帖的故事
中讀到的完全一致。他是一個性格懦弱的王，很容易被
朝臣和妻子影響。以斯帖記4：6講述了撒瑪利亞人如何
試圖影響「亞哈隨魯」，記載薛西反對猶太人的材料可
以確定。這種努力是否成功不得而知。（《基督復臨安
息日會聖經字典》原文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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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教室布置
若可以，在教室分配區域，做一個簡單的王宮場景。從有大理石圖案的舊壁紙上剪
下來，做成宮殿的柱子，貼在牆上效果會很好。將一張椅子复蓋一塊大的布，做成王的
座位，在座前鋪一張墊子和放一些大花壇，來營造一個古代宮廷異國氣氛，或用圖畫來
呈現以斯帖故事的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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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的顏色
B.聽和畫

C.那是什麼味道？

2

--透明塑膠杯、食用色
素、水、桶子
--簡單的房屋造型或不同
造型的房屋圖片、紙、鉛
筆
--三或四樣不同氣味的物
品，如香水、洋葱、花生
醬、檸檬、洗手乳、紙
袋、紙、鉛筆、眼罩

讚美和祈禱

＜10分鐘

--交誼
--頌讚
--聖工
--捐獻
--祈禱

--無
--歌本
--兒童聖工消息
--香水瓶或金盒子
漂亮的絲織品、紙、鉛
筆、別針或透明膠帶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服裝、王
袍、2個王冠、香水、護手
霜
--沙包（或小豆袋）
--聖經、四個香水瓶、膠
帶

--存心節
--聖經研究

3
4

所需材料

課程應用

＜15分鐘

美麗的心靈

--寶座、香水/刮鬍水（隨
意）

分享

＜15分鐘

溫馨感謝

--小的棉布/細繩或小塑膠
袋、花香料、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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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
*透明塑膠杯
/容器
*食用色素
*水
*桶子

A.彩虹的顏色
在塑膠容器裏加入四分之三的水，並發給每個孩子一個。讓孩
子在水裏加入一滴他們選擇的食用色素，然後用不同顏色來試驗，不
要的水可倒進廢水桶。

总結
問：一滴食用色素能有什麼不同？我們的行為就像食用色素一
樣，我們每天都在影響別人。「影響」是指人們會變得像我們，存心
節也在談論影響力，「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
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6）今天
的聖經故事是關於一個選擇成為良好影響的女孩。我們的信息是：
上帝能以我的人生影響他人向善。
和我一起說。

B.聽和畫
你需要：
*簡單的或不
同造型房屋
的圖片。
*紙
*鉛筆

叫一個人到教室前面，向他展示圖片，並要他解釋給其它人
聽，並告訴他們不要問問題，但他們要畫出所聽到的描述，當他們完
成後和原畫進行比較。

总結
問：不看原畫作畫容易嗎？為什麼？描述圖片容易嗎？如果看
著原畫來畫是否更容易一些呢？人們通常會效法我們所行的，所以我
們應該行得正，這樣對別人就會有好的影響。那就是我們存心節所
說：「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
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6）我們的選擇會影響
他人做出好的或壞的選擇。今天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女子影響了每個遇
見她的人，今天的信息是：
上帝能以我的人生影響他人向善。
和我一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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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那是什麼味道？
把各物品分別放入不同的紙袋裏，輪流讓每個孩子蒙上眼罩，
讓他們聞每個紙袋裏的東西。當他們認為知道是什麼時，就回座將答
案寫在紙上。當每個人聞過之後，問：第一個東西聞起來像什麼？討
論每一樣東西的氣味。

总結
問：辨別各種味道容易嗎？媽媽在烤麵包的時候，香味是如何
迅速的傳遍屋內？你有什麼感覺？（感到饑餓；想吃好吃的東西）同
樣的道理，與烘烤香味在屋內飄散使我們覺得饑餓一樣，我們的行為
能夠使人願意做好。「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
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馬太福音5：16）今
天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女子影響了每個遇見她的人，今天的信息是：

你需要：
*三或四樣不
同味道的東
西（香水、
洋葱、花生
醬、檸檬、
洗手乳）
*紙袋
*紙
*鉛筆
*眼罩

上帝能以我的人生影響他人向善。
和我一起說。
註：讚美和祈禱在第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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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
服裝
*薛西王的王
袍
*兩頂王冠
*香水
*護手霜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人物：薛西王、末底改、以
斯帖、希該

場景布置
揀選小朋友部分模仿，告訴
他們要仔細聽。（讓一個成人幫
助提示每個孩子）薛西王應該坐
在王座上。
讓其它小朋友組成四組，每
組都要有個成人幫助，並且在聽
到名字時做以下動作：
一組：以斯帖
說「啊」
二組：王
男孩彎腰
薛西
女孩屈膝
三組：末底改
豎拇指
三組：希該
用手摩擦臉
頰，像在洗
臉或抹面霜

說故事
「末底改表哥，」以斯帖叫
道，「你知道嗎？薛西王正派人
把所有未結婚的女子帶到王宮，
他在找新王后。」（以斯帖站起
來，看來很激動）
「我聽說了，」末底改說，
「但不是所有未婚女子都會被帶
到王宮，只有漂亮的，我敢肯定
你會被選上！」他笑著說。（末
底改也笑）
「哦，末底改表哥！」以斯
帖說，「我不能離開你，自從我
父母去世後，你就這樣無微不至
的照顧我。」（以斯帖搖頭）

「不要擔心我，以斯帖，」
表哥末底改說道，「這將是你的
一次機會，記住我囑咐你的一
切，但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要
讓別人知道你是猶大人或我的侄
女。」（末底改搖指頭強調所被
囑咐的）
「但是為什麼？」以斯帖疑
惑的問。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家，
我們是希伯來人，儘管我們的人
民 已 生活在波斯很久了，但很多
人都不喜歡我們，並且想趕走我
們。」末底改輕輕的說。
「我要照你說的去做，末
底改表哥。」以斯帖難過的說。
（以斯帖露出悲傷表情）
「不要難過，以斯帖，」
末底改說。「很多漂亮的女子都
會來王宮，但要記住美人要做美
事，要善待每個人，才是最美
的。」（末底改仍然悲傷）
當以斯帖被帶到王宮時，她
記得表哥末底改告訴她的話。確
實有很多漂亮的女子在王宮，但
有些並不是很符合要求。所以以
斯帖牢記末底改的話，她善待每
個人。（以斯帖微笑）
王的助手──希該注意到以
斯帖的善良，他喜歡以斯帖，並
很快選中她。（給每個孩子一點
護手霜抹手）他也給她特別的食
物，然後給她七個婢女，帶她們
到最好的地方。
整整一年，以斯帖在王宮受
到好的待遇，她每天沐浴、抹膏
油、噴灑香水（讓孩子聞香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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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美容師為她梳妝打扮和修
飾，設計師為她設計服飾鞋襪。
（以斯帖穿上新衣）
同時以斯帖的表哥末底改
每天在她屋子的附近來回踱步，
（末底改來回踱步）他們相互不
能講話，但能遠遠的看見。（以
斯帖和末底改彼此揮手示意）表
哥末底改想確定她一切都好，但
他不想有人知道他們的關係，若
被知道，就會曉得以斯帖是一個
猶大人。有一天，希該面帶微笑
來到以斯帖那裏。（希該微笑著
來到以斯帖那裏）
「以斯帖！」他喊道，「王
要見你。」
「真的嗎？我該對他說什麼
呢？」以斯帖問道。
「不需要說什麼，」希該笑
著說。
「我太緊張了，」以斯帖激
動地說，「我甚至無法思考了。」
希該說的對，大家都喜歡
以斯帖，特別是王，他喜愛以斯
帖勝過以前所見過的所有年輕女
子。因此他讓她成了王后。（把
王冠帶在以斯帖頭上）

上帝能以我的人生影響他
人向善。

存心節
在說存心節的第一個字時，
隨意把沙包扔進圓圈。當每個孩
子拿到沙包時，要說存心節的下
一個字。說完存心節三次後，每
一次遮住一個字，到所有字被遮
住，孩子們就會記住存心節了。

你需要：
*沙包（小豆
袋）
*寫在大家都
能看見的地
方之存心節

聖經研究
把下面的經文用膠帶分別
貼在四個瓶子上，每個瓶子貼一
個。將孩子們分成四組，並讓每
組揀選一個瓶，成人要協助需要
幫助的孩子。說：聖經講述了很
多影響他人行正事或行惡事的
人，查考以下經文，找出他們如
何影響他人：
列王紀上18：30－35 （以利亞）
列王紀上5：2－4 （被擄的小
女子）
但以理書1：8、9 （但以理）
約翰福音7：45－52 （尼哥德慕）

你需要：
*聖經
*四個香水瓶
*膠帶

為每個組安排時間報告。

总結
問：你喜歡把頭髮剪掉嗎？
你願意在一年的時間裏，每天使
用特別的沐浴乳和面霜嗎？以斯
帖成為王后以前，她整整一年都
在使用沐浴乳和面霜以及香水，
使她變的更漂亮。什麼使她變得
真正漂亮呢？（她的品格，內在
所擁有的）上帝同樣也能使用我
們成為一個有良好影響的人。讓
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总結
問：這些人對他們周圍的
人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好
的，積極的影響）你能想出聖經
中有著惡劣影響的人嗎？影響別
人的意思是什麼？讓我們一起重
複今天的信息：
上帝能以我的人生影響他
人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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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需要：
*寶座
*香水或刮鬍
水（隨意）

美麗的心靈
安息日學開始前，想出班上
每個孩子的優點，想出一些可以
對來訪者說的正面的事，比如他
們有和藹可親的微笑，這反映了
上帝對周圍的人的愛。
說：以斯帖非常美麗，她長
得很可愛，但她的內在更美。現
在我們要玩「從我面前過」的遊
戲，我扮演王，當你從我面前過
的時候，我會告訴你性格中的優
點。當孩子一一走過的時候，說
出他們的優點，並讓一位[成人在
女孩手腕上滴一滴香水，或在男
孩臉上滴一滴刮鬍水。

4
你需要：
*小的棉布/細
繩
*小塑膠袋
*花香料
*卡片

課程應用

分享

溫馨感謝
讓小朋友把花香料裝入小布
袋裏，並用細繩綁緊。說：想一
個在你生活中感化你的人，在你
的卡片上寫：「感謝你是一個有
良好影響力的人」，把卡片附在
細繩上。
計劃要怎麼把花香料包拿給
那個人。

总結

总結
說：深呼吸，你聞到了什
麼？（香水、刮鬍水）你的生活
像香水或香料的馨香嗎？（當我
們做了好事時，就會產生好的影
響）當我說出你的優點時，你有
什麼感受呢？什麼更重要：外表
好看和內在的魅力？你性格的可
愛之處是來自耶穌的一個恩賜，
祂要我們影響他人變好，因此他
們也就可以來認識祂。記住我們
的信息：
上帝能以我的人生影響他人
向善。
再次和我一起說。

一位有積極影響的人？ 你要與誰
分享花香料包？給些時間分享，
但不要強迫那些不願意參與的。
說：上帝可以使用任何願意傳播祂
愛的人。讓我們一起說出信息：
上帝能以我的人生影響他人
向善。

結束
為孩子們禱告，願他們在家
人當中和在學校裏成為一個有良
好影響的人。

問：哪位願意分享如何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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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美和祈禱 Any
im 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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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使你得人如得魚」（為喜樂歌唱第135首）
「耶穌要我們發光」（喜樂歌唱第132首）
「我們是祂的手」（為喜樂歌唱第129首）
「我將是真實的」（為喜樂歌唱第117首）
「我的小光」（為喜樂歌唱第134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的一則故事，強調服務的主題以及我們如何
侍奉上帝。

捐獻
說：良善就像帶給他人的縷縷馨香，我們
以服務來善待他人。服務他人的另一條途徑是
捐錢，借此幫助他人瞭解耶穌。
祈禱
說：當我們禱告時，就像來到我們的主耶穌
面前，我們可以告訴祂一切。用寫或畫來表達你想
感謝或請求主耶穌的事情，寫完後把它釘（或貼）
在寶座的布上。當大家都完成後，圍一個圈一起禱
告，尤其是為了孩子們關切的事。（人數多的班分
成幾個小組，每組要有一個成人協助）這個月你可
能都要這樣做。

你需要：
*香水瓶或金盒
你需要：
*掛在「寶座」
後面漂亮的布
*小方紙
*鉛筆
*大頭針或透明
膠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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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學生本

奇特的比賽
經文
以斯帖記第
1、2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
王》第49章

存心節
你們的光
也當這樣
照在人前，
叫他們看見
你們的
好行為，
便將榮耀歸給
你們在
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16）

信息
上帝能用
我的人生影響
他人向善。

你曾經參加過比賽嗎？你贏
了嗎？今天的故事是關於一次有
著特別獎賞的選美比賽。它是這
樣發生的：
「末底改表哥，」以斯帖叫
道，「你聽到了嗎？薛西王正派
人把所有未婚的女子帶到王宮，
因他在找新王后」。
「我聽說了，」末底改說，
「但他不是把所有未婚女子帶到王
宮，只是帶漂亮的去，我敢肯定你
會被選上。」他
笑著說。
「哦，末底
改表哥，」以斯
帖說，「我不能
離開你，我父母
去世後，你就這
樣無微不至的照
顧我。」
「不要擔心
我，以斯帖，」末底改說。「這
將是你的機會，記住我囑咐你的
一切，但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要讓
別人知道你是猶大人或我的侄
女。」
「為什麼？」以斯帖問道。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家，我
們是希伯來人，儘管我們在波斯生
活很久，但很多人不喜歡我們，他
們想趕走我們。」末底改說。
「我會照你說的去做，末底
改表哥。」以斯帖難過的說。
「別難過，以斯帖，」末底
改說。「很多別的漂亮姑娘都要在
王宮，但要記住美人要做美事，要
心存善念才最美。」

當以斯帖被帶到王宮時，她
記住了末底改告訴她的話。有很
多漂亮的女子在王宮，有些並不
是很符合要求。但以斯帖牢記末
底改的話──她善待每個人。
王的助手希該注意到以斯帖
的善良，他喜歡以斯帖並很快選
中她入宮，給她特別的食物，並
給她七個婢女，帶她們到宮裏最
好的地方。
整整一年，以斯帖在王宮受
到最好的待遇，她每天沐浴，抹
膏油，噴灑香水。美容師為她梳
妝打扮和修飾，
設計師為她設計
服飾鞋襪。
同時，末底
改每天在她屋子
的附近看顧她，
雖然他們不能互
相講話，但能遠
遠的看。末底改
想確定她一切都
好，但他不想有人知道他們的關
係。有一天希該面帶微笑來到以
斯帖那裏。
「以斯帖，」他喊道。「王
要見你。」
「真的嗎？我該對他說什麼
呢？」以斯帖問道。
「不需要說什麼，」希該笑
著說。
「我太緊張了，」以斯帖激
動地說，「我甚至無法思考了。」
希該說的對，大家都喜歡以
斯帖，特別是王，王喜愛以斯帖
勝過宮裏其它所有的年輕女子，因
此他就讓她成了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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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你家人一起採集花朵或松果，放
在報紙上晾乾，晾乾後放入一個碗
中做為香料。
•一起閱讀學課故事。你的家人能想
出多少與氣味有關的聖經故事。
•感謝上帝給我們嗅覺。
星期日
•給以斯帖王后製作一頂王冠，在王
冠上寫上存心節，把王冠放在你每
天都能看見的地方，禮拜聚會時，
教你的家人存心節。
•請你的家人說說看，今天仍有國王
和王后的一些國家。
•你國家的領導是誰？祈求上帝賜福
與你國家的領導人。
星期一
•你的國籍是什麼？禮拜聚會時，問
問你家人是否有護照，如果有，
請家人分享。一起閱讀以斯帖記第
1、2章。以斯帖的國籍是什麼？
•禱告上帝引導你國家的領導人。
星期二
•在家庭禮拜聚會時，要你的家人說
出他們喜歡聞的東西的名字。
•想一樣特點使你家中每個人的內在
更美，告訴他們你的想法，為什麼
內在美非常重要？一起閱讀撒母耳
記上16：7
•感謝上帝使我們有內在美。

讀哥林多前書11：1節找出，為了
成為一個好影響的人，我們應該跟
從誰？
•請家人幫助你在聖經地圖上找出馬
代波斯，然後在現代地圖上找到其
位置。
•唱一首讚美詩歌，然後請求上帝幫
助你成為一個好影響的人。
星期四
•為今天在你家中聚會的某個人做一
次秘密服務。例如，幫他們做家務
事，幫助洗碗。
•聚會時給每人一小張紙，叫他們寫
上他們能夠影響某人的名字。將紙
對折放在碟子裏。抽一張，並說出
他們能對此人有良好影響的方法。
•一起複習你的存心節，然後請求上
帝幫助你做正確的選擇。
星期五
•禮拜聚會時，輪流讀出以斯帖記第
1、2章，與家人演出故事，然後再
一起說出你的存心節。
•談論你家人可以服務他人的方法，
請求上帝幫助你的家庭成為更好的
僕人。

星期三
•與你的家人扮演跟隨領導。然後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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