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課

挑戰的選擇
本月主題
經文
以斯帖記
2：19－23；
第3－4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王》
第49章

存心節
「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
是看內心。」
（撒母耳記上
16：7）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所有的人都是
上帝的子民。
感受一種接受
所有的民族、
文化、種族或
宗教信仰的願望。
回應在任何時間
任何情況下
接受他人。

信息
耶穌幫助我
接受每個人。

透過基督徒的生活被領至上帝面前。

故事大綱
末底改無意中聽到王的兩個僕人計劃殺害王的事，
他透過以斯帖王后警告王，這事件都記錄在列王記裏。
王提拔哈曼，使他的爵位超過王國的127個省之
上，除了末底改以外，人人都在他面前屈膝哈腰，這惹
惱了哈曼，為了報復，哈曼勸說國王發佈詔書，消滅所
有的猶太人。當末底改聽到此事後，就告訴以斯帖，要
她請求王拯救她的百姓，以斯帖同意了，並要求末底改
讓猶太人禁食和為她禱告三天。然後她就到王面前懇
求，因為以斯帖願為上帝的百姓放棄她的生命。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末底改和以斯帖請求王寬恕猶太人，並承擔一切責
任，他們就侍奉上帝和祂的百姓。我們今天也同樣可以
為一切正義之事站出來，這就是侍奉上帝和祂的子民。

教師補充材料
「做為一個波斯帝國成功的少數民族──以斯帖的
百姓──猶太人，沒有與周圍的外邦民族融合，其它民
族痛恨他們的成功和分離，一個復仇的權臣哈曼，…發
佈了一個官方支持的滅絕法令。」
「以斯帖王后會介入此事嗎？這樣做會冒生命的危
險，她使情況發生什麼變化？她沒有權力…，一個強烈
的要求──即使是女人，也不可干預王的任何事…，可
是她孤獨無援一個人，為了猶太人，她必須去見王。」
「以斯帖的表哥末底改，使她想起她那獨特的地
方…以斯帖以行動回應，她極具勇氣的話成了英雄主義
的一句經典名言：『即使是違法，我也要到王那裏，若
遭惡運，我願粉身碎骨』（《學生聖經──以斯帖書介
紹》原文第455頁）

教室布置
見第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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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1

2
3
4

時

間

活

動

所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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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但不同
B.皮膚深處

--無
,
--一包M&M s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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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
--第五課的布料、紙、鉛
筆，別針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存心節
--聖經研究

--一些大紙箱、經卷、聖
經時代服裝、黑色白板
筆、椅子、兩頂王冠、兩
件披風
--心形圖（見140頁）
--聖經，紙，籃子

課程應用

＜15分鐘

A.學會接納
B.欣賞差異

--無
--無

分享

＜15分鐘

社區計劃

--社區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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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門口歡迎學生，詢問他們過去一週開心或煩惱的
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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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但不同
要孩子們站立，然後說：
找一個頭髮顏色相同的夥伴。
找一個和你一樣不喜歡同樣蔬菜的夥伴。
找一個有和你一樣多兄弟姐妹的夥伴。
過一會兒，讓孩子們找出他們夥伴與他們的不同之處，例如：
找一個膚色不同的夥伴。
找一個眼睛顏色不同的夥伴。
找一個穿著不同顏色衣服的夥伴。
找一個不喜歡玩你喜歡的遊戲的夥伴。

总結

你需要：
,
*M&M s巧克力
或相似的糖
果（裏面一
樣，外面不
同）

問：找一個「喜歡」和「不喜歡」都是一樣有趣嗎？從你朋友
的身上你學到了什麼新東西？如果我們都是相似的，會很有趣吧？為
什麼？上帝把我們造的不同，但祂對我們的愛是完全一樣的，祂要我
們接受他人，即使他們的品味和想法和我們不一樣。聖經告訴我們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母耳記上16：7）這是什麼
意思呢？在今天的學課中我們要瞭解一個人，祂要大家都有要相同的
好品行。今天的信息是：
耶穌幫助我接受每個人。
和我一同說。

B.皮膚深處

,
給每個孩子一個M&M s巧克力，他們可以拿喜歡的顏色，讓孩子
們拿兩次，並且說：你可以再拿一顆M&M，但你不得不選擇一個不同
的顏色。重複三次，要小朋友都拿到不同的顏色，最好是之前他們沒
有的顏色。

总結

,
問：M&M s有什麼不同？它們有什麼相同？你最喜歡哪一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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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的顏色會改變它的味道嗎？M&M s就像人一樣。我們看起來不同，但我們也有很多共同
之處。上帝把我們都造的不同，但祂對我們的愛和接納是一樣的。聖經說：「人是看外
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母耳記上16：7）這是什麼意思？祂要我們接納他人即使他
們的品味和想法與我們不一樣。今天的學課要我們要瞭解一個人，祂要大家都有相同的
品行。今天的信息是：
耶穌幫助我接受每個人。
和我一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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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眼睛轉向耶穌」（為喜樂歌唱第90首）
「耶穌要我們發光」（為喜樂歌唱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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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首）
「與耶穌傾談」（為喜樂歌唱第98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服務的主題。

捐獻
說：上帝要我們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侍奉祂，其中一種是使用我們
的恩賜，上帝對我們捐獻多少不感興趣，但祂對我們的
你需要：
捐獻和侍奉的意願卻很在意。
*第五課的布
料
祈禱
*小方紙
繼續使用掛在寶座後面的布（見第五課）。鼓勵
小朋友們寫或畫出他們的禱告請求或讚美，並釘在布 *小釘
*鉛筆
上，隨意揀選一些事項，並為他們做特別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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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一些大紙箱
*經卷
*聖經時代服
裝
*黑色白板筆
*椅子
*兩頂王冠
*兩件披風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人物：末底改，哈曼，兩
個坐在門口的人，哈他革，以斯
帖，薛西王。其它孩子可當以斯
帖的僕婢和跪拜哈曼的群眾。

場景布置
用膠帶將幾個大紙箱黏在一
起，做成一個簡單的牆，從「王
宮」前把它們立起來成為大約一
個門的寬度，剪一個大約12英吋
（30公分）深和3英呎（1公尺）
長的紙板把「石頭牆」和真的牆
連接起來，在箱子上把石頭的輪
廓用漆繪出來，在紙板牆和真牆
之間的空間放一把椅子。
在你講故事時，請一個人扮
演末底改的角色，講述故事的時
候鼓勵小朋友們表演。

說故事
我叫末底改，以斯帖的父
母去世後我收養了她。現在她 已
經成了王后，我為她感到非常驕
傲，但我 已 經告訴她不要告訴任
何人她是猶太人。我每天去王宮
等待消息確定她一切都好。她現
在是王后，所以我不能拜訪她。
我經常坐在大門口。（末
底改挪開坐在門口）。一天當我
正坐在那兒時，無意中聽到兩個
守衛在談論王（兩個守衛憤怒的
相互交談）他們對王很生氣並計
劃殺死他！他們走後（守衛離
開），我就叫以斯帖的一個僕婢

過來，（向一個僕人招手）我讓
他給王后以斯帖帶信，以斯帖告
訴了王，薛西王調查了我的報告
是真的。守衛被掛在木頭上，這
事被寫在歷史記載上。
薛西王此時使哈曼的地位
僅次於他，（哈曼高視闊步的走
過來，不可一世的樣子）薛西王
命令每個人看見哈曼時都當跪拜
他，因此，人人都這樣做。（當
哈曼走過時，每個人都鞠躬哈
腰）然而，我卻不拜，我只敬拜
上帝。有一天哈曼見我沒有跪
拜他，就惱羞成怒（哈曼跺腳捶
胸，一臉怒氣）哈曼知道我是一
個猶太人後，就開始思索懲戒我
們的方法，不僅僅是對我一個
人，而是對所有的猶太人（哈曼
來回踱步，若有所思的樣子）。
官員們在王的面前為得到
寵信而溜鬚拍馬。哈曼向王謊報
說有一些民要挑起事端，（哈曼
向王「匯報」）他說他要消滅他
們，並且要給幫助平息事態的人
捐銀子，他沒有說被殺的是猶太
人。所以王就命令哈曼滅絕這些
猶太民，並奪走他們的一切所
有。
當我聽到這個命令後，我就
穿上粗陋的麻衣（穿上一個粗糙
的衣袍），蒙著灰塵在城門樓痛
苦哀號（坐在城門口哭叫）。
以斯帖的僕婢把我哀哭的
事告訴了她（僕婢指著末底改對
以斯帖低聲耳語）。以斯帖派人
給我帶來上好的衣服，但我拒絕
穿上。（僕婢拿著衣物走向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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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他拒絕了）以斯帖派希該和
我談（兩個人交談），我把一切
都告訴了他並給了他一個王的命
令的複件，要他帶給以斯帖看。
（末底改給希該一個經卷）。我
告訴他請求以斯帖去見王，懇請
王的仁慈。
希該給以斯帖帶去這個消
息，（以斯帖和希該交談，讀經
卷，露出著急樣子）然後以斯帖
帶給我消息。「沒有人不經過召
見就能進到王的宮殿。如果任何
人到那裏，王伸出他的金手杖才
可存活，否則就是死。況且我 已
經有三十天沒有被召見。」
我回复一封信：「只因你
居住在王宮裏，不要認為人們不
會知道你是猶太人，你不能逃
走，現在你可以什麼也不說，而
別人也會救我們，但你和其餘的
家人都會死，誰知道被選為王后
的你會在這可怕的時候救了我們
呢。」
以斯帖寄給我最後的信息：
「把在書珊城所有的猶太人召集
起來，讓他們禁食三天三夜，我
和我的侍女也要這樣做，然後我
要到王那裏去，即使這是違法
的，我也要做，如果會死，就聽
天由命吧！」
下週將會看到發生的事。

总結
問：如果你聽到殺害王的陰
謀，你會做什麼？你認為哈曼有
任何理由對末底改發怒嗎？當你
聽到滅絕猶太人的命令時，你會
做些什麼呢？你認為以斯帖的感
覺如何呢？你的反應如何？我們

對那些與我們不同的民族，應該
如何對待？我們都各不相同，但
我們仍然要接納和服務與他人。
讓我們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耶穌幫助我接受每個人。
和我一起說。

存心節
存心節是：「人是看外貌；
耶和華是看內心。」（撒母耳記
上16：7）
事先為每組準備一套存心節
的心，每組三到五個孩子，把存
心節的經文寫在心型的紙上（見
140頁），每個「心」上寫一個
字，將「心」混合起來。
把一套「心」給每組。（若
人數少，就給每個孩子一套）讓
每組（或每個孩子）用聖經查
考，將字的順序排放正確。重複
幾次，每次把心混合起來，直到
大部分孩子記住此經文。讓先記
住經文的組別（或孩子）站起來
說出這節經文。然後講它的意
思。確定孩子們都能懂得經文的
含義。

聖經研究
把孩子們分成小組，讓一位
成人幫助不能閱讀的孩子。在每
張紙上寫上下列問題，然後把紙
折起來放入一個籃子，讓孩子們
隨意拿出一個或幾個問題。人數
多的組別，每個問題就要有更多
的影本。
1.當末底改沒有向哈曼下跪
致意時，哈曼感覺如何？
（以斯帖記2：5）

你需要：
*心型圖（見
140頁）
*聖經

你需要：
*聖經
*紙
*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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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末底改不跪拜哈曼是違背
了王的命令嗎？（以斯帖
記3：2）解釋你的回答。
3.哈曼如何發現末底改是一
個猶太人？（以斯帖記3：
3，4）
4.哈曼決定對所有的猶太人
做什麼？（以斯帖記3：
6）為什麼？哈曼公正嗎？
解釋你的回答。
5.當末底改聽到哈曼勸說王
簽署法令後做了什麼？
（以斯帖記4：1）
6.閱讀以斯帖記4：12-14，
末底改試圖告訴以斯帖王
后什麼？為什麼？
7.末底改請求以斯帖求見王
時，以斯帖王后對他的答
复是什麼？（以斯帖記4：

3

16）以斯帖的答复告訴我
們有關她什麼情況？
給每組時間讀問題和回答。

总結
問：為什麼你認為末底改
確信上帝把以斯帖置於王宮中是
為了保護猶太人？如果以斯帖說
她因害怕而不願幫助，你如何看
待要發生的事情？上帝仍然有特
別的任務要我們去做嗎？上帝要
我們如何對待那些與我們不同的
人呢？這容易做到嗎？為什麼？
怎樣做才有助於我們懂得並欣賞
與我們不同的人？（為這個人禱
告，看到他們的優點或與我們的
共同點。）上帝與我們同在，幫
助我們接納他人。讓我們說出今
天的信息：
耶穌幫助我接受每個人。

課程應用

A.學會接納
說：我希望你們聽下面的
陳述，如果你同意就「豎起拇
指」，如果不同意就「倒立拇
指」，如果你不能確定就擺動拇
指。你可能需要修改這些陳述，
使之適合你具體的情況。一次閱
讀一段：
耶穌愛每個人並接納他們，
無論是誰。
外國人沒有比我們聪明。
藍眼睛的人比棕色眼睛的人
更懶惰。
有雀斑的人比沒有雀斑的人

更能與人融洽相處。
一個人的膚色不是好或壞的
標誌。

总結
問：為什麼接納與我們不同
的人很困難？鼓勵深入思考和回
應，等候他們的回答。原因之一
是我們不了解這個人，我們所注
意的是我們的差異。很多時候，
當我們去瞭解他們時，就會發現
他們確實與我們相似，只是外在
的不同。我們應該討厭與我們不
同的人嗎？上帝要我們接納所有
的人，不論文化、種族或宗教信
仰。讓我們一起說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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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幫助我接受每個人。

B.欣賞差異
請小朋友圍一個圈坐下，
說：這裏沒有一樣的人，每個人
都有不同，我們需要學會接納和
欣賞。我們都使用同樣的髮式
嗎？我們身高體重一樣嗎？如果
我們長的一樣，有趣嗎？為什麼
沒趣？讓我們欣賞差異。開始
說：我與（小孩名字）不同，因
為我的頭髮是棕色，而（小孩名
字）的頭髮是紅色，但耶穌對我
們的愛是一樣的，我很高興（小
孩名字）是我的朋友。讓你叫出
名字的這個孩子繼續這個活動，
說，我與（名字）不同，因為我
是一個男孩，她是一個女孩，但

4

分享

社區計劃
在你的居住區域瞭解社區的
需求，如果可能，邀請某人來談
論此事，該計劃應該是可行和可
實踐的，比如收集和分發食物，
或幫助老人做家務事等。說：為
他們做事情，是瞭解他人的一種
方式。說明這個需求，把孩子們
分成小組，並要求每組討論出具
體的幫助方式。

耶穌對我們的愛是一樣的，我高
興（名字）是我的朋友。繼續進
行，直到所有的孩子都認識到他
們的不同，接納為朋友，不管他
們有什麼不同。

总結
問：不管你與他們有何差
異，你的朋友都愛你並接納你，
你會有何感受？我們如何幫助他
人經歷同樣的快樂和被接納的感
受？上帝使我們每個人變得特
別。我們都是不同的，但我們都
是上帝的兒女。讓我們一起說出
今天的信息：
耶穌幫助我接受每個人。

解到他們更多的需要後，你們如
何理解他們的感受呢？我們都不
一樣，並且有不同的需要，耶穌
幫助我們接納每個人。當我們幫
助別人時，祂也會幫助我們。討
論一個具體的計劃，來幫助你社
區的某個人或一群人。做好準備
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讓我們一起
說出信息：

你需要：
*社區須知

耶穌幫助我接受每個人。

結束

总結
讓孩子們分享他們的想法，
幫助他們分工合作。說：即使我
們沒有遇到這些人，現在我們瞭

讓孩子們圍一個圈禱告，請
求上帝賜福與這些計劃，並幫助
你和孩子們愛所有的人和接受所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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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課／學生本

挑戰的選擇
經文
以斯帖記
2：19－23；
第3－4章
參考資料
《先知與君
王》第49章

存心節
「人是看
外貌；
耶和華是看
內心。」
（撒母耳記上
16：7）

信息
耶穌
幫助我
接受
每個人。

你曾經經歷過一種不知所
措的情形嗎？以斯帖王后就是這
樣。閱讀這個故事，找出她所做
的事。
末底改非常高興以斯帖成為
王后，但他仍然不想讓別人知道
以斯帖是猶太人。
有一天，當末底改坐在王
宮門口時，無意中聽到了兩個門
衛的談話，他們對王很生氣，並
計劃殺死他！於是末底改告訴了
以斯帖，以斯帖告訴了王，薛西
王調查了末底改的報告，果然是
真的！門衛就被抓起來掛在木頭
上，這事被寫在歷史的記載上。
同時，薛西王使哈曼的地位
僅次於他，薛西王命令每個人看
見哈曼時，都要跪拜他，因此人
人都這樣做。然而，末底改卻不
拜。有一天哈曼見末底改沒有跪
拜他，就惱羞成怒，在哈曼知道
末底改是猶太人後，就開始思考
如何懲戒末底改以及所有猶太人
的方法。
哈曼決定告訴王有一些人民
要挑起事端，他們應該被滅絕，

並給銀子給那些有幫助的人，但
沒有說那些人民是猶太人。
王對哈曼說：「這些銀子還
是賜給你，這些人民也交給你，
你可以隨意處置他們。」（見以
斯帖記3：11）
當末底改聽到這個命令後，
就穿上粗陋的麻衣，蒙著灰塵在
城門口痛苦哀號。
以斯帖的僕婢把末底改哀哭
的事告訴了她，她就派人帶上好
的衣服要送給末底改，但他拒絕
穿上。
以斯帖派僕人希該和末底
改談，末底改就把一切都告訴了
他，並給了他這個命令的副件要
他帶給以斯帖看。末底改請求以
斯帖去見王，懇請王的仁慈。
希該趕緊給以斯帖帶去這個
消息，以斯帖回复：「沒有人不經
過召見就能進王宮，但如果任何人
到那裏，王要伸出他的金手杖才得
存活，否則就是死。況且，我已經
有三十天沒有被召見了。」
末底改再回复：「只因你居
住在宮裏，不要認為人們不會知
道你是猶太人，你也不能逃走；
如果你保持沉默，將會有其它的
幫助，但你和你的家人都會死，
誰知道被選為王后的你會在這可
怕的時候救了我們呢？」
以斯帖最後的信息是這樣
的：「在書珊城把所有的猶太人
召集起來，讓他們禁食三天三
夜，我和我的僕婢也要這樣做，
然後我要到王那裏去，即使這是
違法的我也要做，如果死，就聽
天由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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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可以的話，與你家人一同去散步。
•你能看見有多少不同類型的花草和
樹木？找個安靜的地方一起閱讀學
課的故事。
•感謝上帝創造了所有不同的事物。
星期日
•剪一個心，並在上面寫上存心節，
掛在能看見的地方。在今天的聚會
中，教導家人這存心節。
•製作一張家人之間的差異的單子
（例如：眼睛，頭髮的顏色，鞋的
尺碼，身高）寫一首有關差異的
詩，並與家人分享。
•感謝上帝賜予你家庭成員。
星期一
•聚會時，盡可能找出關於聖經時期
的城門。
•在成人的幫助下，找出舊約聖經中
坐在城門口的人之故事。為什麼會
有城門？
•畫一個看起來像薛西王宮大門的現
代大門。
•感謝上帝的保護。
星期二
•與家人一起查考使徒行傳10：34，
35。在新約聖經中，誰學到了接受
不同民族的人？如果你很難接受某
個人，現在就祈求耶穌幫助你接受
他們。
•想出或創作一首曲調，以便你能唱
出存心節。
•可以的話，計劃本週去參觀一個迷
宮或製作一個迷宮給你的家人。迷

宮很難通過，因為一切看起來似乎都
一樣。
星期三
•禮拜聚會時圍一個圈坐下，低聲傳遞
信息給旁邊的人，讓他們也傳給下一
個人。在傳遞一圈後回到你的耳中，
這個信息還是一樣的嗎？
•末底改無意中聽到兩個門衛陰謀殺害
王，那麼是誰保衛你國家的領導人？
•如果你聽到兩個朋友談論別人，你該
做什麼呢？複習你的存心節。
•請求耶穌幫助你聽到其它人的好事。
星期四
•在以斯帖的時代法律是由王來制定
的，那麼在你生活的地方，法律是如
何制定的？
•聚會期間問：上帝給了我們什麼特別
的律法？一起閱讀出埃及記20章，並
討論：為什麼上帝給我們律法？律法
如何使我們快樂？
•當以斯帖成了王后之後，末底改就不
能會見她。在現代，有多少不同互相
傳遞信息的途徑呢？
•你與居住在城鎮另一邊的朋友，以什
麼方式聯繫溝通？
•感謝上帝給我們所有的溝通方式，以
及與祂溝通的唯一方式──禱告。
星期五
•為今天的禮拜聚會表演學課故事，包
括末底改在門口，哈曼到王面前，以
及以斯帖和末底改瞭解到那個法令後
的反應。
•一起唱你的存心節歌。
•討論你家人相互關心照顧的方式。
•為你的家庭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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