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課

夜半歌聲
本月主題
經文
使徒行傳16：
16-40。
參考資料
《使徒行述》
第21章

存心節
「約在半夜，
保羅和西拉
禱告唱詩
讚美上帝，
眾囚犯也側耳
傾聽。」
（使徒行傳16：
25）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我們可以在
任何時間
敬拜上帝。
感受上帝
隨時回應我們
對祂的敬拜。
回應就算
情況出現頹勢，
我們仍敬拜上帝。

信息
無論如何，
我都在讚美上帝時敬
拜祂。

我們在敬拜上帝時讚美祂。

故事大綱
保羅和西拉因為從一名女子身上驅除惡靈而被毆
打，並關進監獄。在獄中，雖然被鎖鏈銬在一起，但他們
並不難過，他們唱詩歌以讚美和崇拜上帝，上帝就使地震
降臨，所有的犯人都可以逃脫，但他們卻沒有逃走。結
果，看守的獄卒和其家人都成了信徒。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保羅和西拉彷彿忘卻自己身處監獄，只一心敬拜上
帝。透過他們的敬拜和見證，看守的獄卒和其全家認識
了上帝。我們也可以像保羅和西拉那樣，不管自己身在何
處，都專心敬拜上帝。

教師補充材料
「在聖靈的守護下，保羅命令惡靈離開女子，她瞬
間的沉默也證實了使徒是上帝的僕人，連魔鬼也必須公認
與服從其命令……
「惡靈的驅逐與正確觀念的恢復，使這名女子成為
基督的跟隨者……
「官員見到這名女子……被她的容貌和行為的改變
感動。過去她曾引起城裏的許多麻煩，但此時她卻那樣的
安詳與平和……他們體認到自己很可能已經錯怪兩個無辜
的人，並苛以羅馬法律的嚴酷刑罰……
「有一種暴力的精神戰勝了當局而被官員認可，令
使徒們的衣袍被撕裂，並且被無情鞭笞……」（《使徒行
述》第171-173頁）。
「使徒們是羅馬公民，沒有經過公平的審訊就剝奪
其自由並加以鞭笞是非法的事……
「使徒們對於在腓立比辛苦工作的徒然毫不在
意……他們被非法羈押和奇蹟般獲釋的消息在整個地區广
為流傳，並讓使徒們的工作開始被更多來自四面八方的人
所知曉。」（《使徒行述》第176、177頁）。
木狗 「這裏所說的木狗是一種刑具，以木頭為基本
架構的方框中間有一個圓孔，可以將頭、腳和手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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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讓囚犯痛苦難當……保羅和西拉只是腳被木狗銬住，身體的其它部位躺在地上，這是對使徒
所處的一種極刑。」（《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註釋》第六卷，原文第333頁）。

教室布置
見第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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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人三腳
B.橫條背後

--碎布條
--石頭
--紙
--蠟筆或白板筆
--黑色或棕色紙帶
--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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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課的奉獻箱
--沙包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存心節
--聖經研究

--聖經時代的服裝
--繃帶
--劍
--鏈子
--無
--聖經

課程應用

＜15分鐘

禱告鏈

--無

分享

＜15分鐘

參與敬拜

聖經
讚美詩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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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
*一碼（一公
尺）長的布
條
*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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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最適合實際狀況的活動。

A.兩人三腳
把孩子們分成兩人一組，讓他們坐在地板上，並把腳綁在一
起。在他們伸手摸不到的地方放一顆石頭。說：你們在監獄裏，這顆
石頭是打開牢房門的鑰匙，你如果能拿到它，就可以逃出去。你們的
腳被銬在木枷裏，所以你們不能彎腰或站起來。讓孩子們試著找出拿
到鑰匙的方法，然後解開。

总結
問：當你被捆綁而不能動彈的感覺是什麼？如果你被打，又被
拘禁是什麼感覺？今天的故事中，保羅和西拉就是被打之後又被關進
監獄，他們的腳被夾在木枷裏不能動彈。經過一連串嚴刑拷打後，他
們仍然讚美和敬拜上帝。今天的信息是：

你需要：
*紙
*蠟筆或白板
筆
*黑或棕色紙
條
*膠水

無論如何，我都在讚美上帝時敬拜祂。
和我一起讀。

B.橫條背後
讓孩子們畫一幅自己最想去的地方的圖畫，畫完後給予讚美。
接著，再讓他們在這些圖畫上，用膠水貼上黑或棕色紙條。

总結
問：這些橫條對圖畫起了什麼作用？（破壞畫面，它毀了畫面
中的美景）透過橫條看圖畫，你的感覺是什麼？你如何感受在監獄
裏，透過柵欄和鐵窗看外部世界的情形？在我們今天的故事中，描述
的是兩個沒有做過任何壞事的人被關進監獄的事。他們不管自己身在
何處，依然讚美和崇拜上帝。這將我們帶到了今天的信息：
無論如何，我都在讚美上帝時敬拜祂。
和我一起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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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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當但以理」（為喜樂歌唱第116首）
「上帝是如此良善」（為喜樂歌唱 第13首）
「我的這小光」（為喜樂歌唱 第134首）
「與耶穌交談」（為喜樂歌唱 第98首）
「唱詩讚美主」（為喜樂歌唱第2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故事中的崇拜主題。

捐獻
說：在安息日學的奉獻也是我們敬拜上帝的多種
方式之一。當我們心甘情願的付出時，上帝會對我們的
奉獻賜福於我們。

你需要：
*聖經捐獻
箱 （ 第 九
課）

祈禱
讓孩子們圍成一圈，隨意在圈內輪流投擲沙包。 你需要：
每個人在投擲時說：感謝上帝，我們在（說出你能敬拜 *沙包
上帝的地名）敬拜你。當每個人都輪過一次之後，在課
堂做禱告。強調在任何地方和情況之下，都能夠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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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
服裝
*繃帶
*「劍」
*鏈子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人物：侍女，她的主人，法
官，保羅，西拉，獄卒，獄卒的
家人
鼓勵孩子們在你說故事的時
候表演，其它孩子可以扮演群眾
和獄卒的家人。

場景布置
說：保羅和西拉在訪問幾
間新教會的旅途中，也幫助其它
地方傳福音。當他們到達腓立比
時，發生了一些奇怪的事：

說故事
當侍女跟隨保羅和西拉走到
街上時，她大聲的說：「這些人是
至高上帝的僕人」（侍女跟隨保
羅和西拉），她 已 經跟隨他們幾
天了，她一次又一次的叫喊著：
「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僕人」。最
後保羅決定讓她停止叫喊。（保羅
轉身並做個手勢），他轉身命令邪
靈，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
咐你從她身上出來！」
侍女立刻安靜了下來，她的
主人們驚訝的看著她（驚訝氣憤
的神情，然後揪住保羅並把他拉
走，眾人也都加入），當他們了
解到保羅所做的之後，驚訝變成
了憤怒。侍女透過法術為他們獲
得暴利，此時邪靈 已 離開她，她
再沒有能力借著法術為她的主人
們賺錢了。
她的主人們就揪住保羅和西

拉，把他們拉到市場上，站在地
方審判官面前。他們控告保羅和
西拉，說：「這些人是猶太人，
竟敢騷擾我們城鎮，對我們羅馬
人傳那些所不能領教、不該實行
的規矩！」眾人就一起攻擊他
們，保羅和西拉挨打後，被關進
了監獄（假裝毆打保羅和西拉，
並把他們交給獄卒）。
獄卒把他們關到最深、最
暗的地牢，在他們的腳踝拴上木
狗，鎖住牢門，把他們留在黑暗之
中。（讓他們坐在地板上，綁在
一起，然後離開）牢房裏陰冷潮
濕，他們背部酸楚疼痛、血肉淋
漓，腳踝銬著木狗，無法動彈。
他們坐在黑暗的牢房裏，
保羅開始吟唱，西拉也跟著唱起
來。（唱一首孩子們喜歡的詩
歌），他們越唱越快樂，忘記了
背上和腳踝的疼痛，他們感謝上
帝保全他們的性命，感謝上帝與
他們同在，並看顧他們。其它囚
犯都以驚異的神情凝視他們，這
些人在遭受如此的毆打後，為何
竟吟唱了起來？
大約在半夜，忽然開始大震
動，監牢的地基都動搖了。（左
右搖擺，彷彿地面在搖動），所
有囚犯的鎖鏈都鬆開了（把鎖鏈
挪開）牢門敞開，囚犯可以走出
監牢。
獄卒跑出看守房，見到牢
門 已 敞開，幾乎可以確信囚犯 已
經逃走。於是，他拔劍就要自殺
（拔劍），他知道讓犯人逃跑將
被處以殘忍的死刑，因此寧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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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斷。
保羅對獄卒大呼：「住手！
我們都在這裏。」
獄卒叫人拿燈來，衝進牢
房，發現保羅和西拉。沒錯！他
們還在這裏！鎖鏈 已 不再緊緊的
鎖住他們，牢門也是大大敞開，
保羅和西拉大可一走了之──但
他們卻沒有逃走。
獄卒戰戰兢兢的俯伏在保羅
和西拉面前，接著又站起來，領
他們出來，問道：「我該怎樣做
才可以得救？」
保羅和西拉回答說：「當信
主耶穌基督。」
獄卒就把保羅和西拉帶到他
家裏。（獄卒走到保羅和西拉面
前，把他們帶出監牢）。他曾聽到
保羅和西拉在牢房裏頌唱和敬拜上
帝，他在擦洗他們的傷口時，就
請他們告訴他更多有關上帝的事
（在保羅和西拉的身上，用繃帶包
紮出一個「傷口」的樣子）
當保羅和西拉告訴獄卒和
他的家人，有關上帝把祂的兒子
耶穌差遣於世，並為他們的罪而
死的奇妙過程時，獄卒和他的全
部家人就決定要跟從主耶穌，他
們加入保羅和西拉對上帝的敬拜
（在課堂上唱一首讚美詩歌）
第二天早上，保羅和西拉被
釋放出來，法官知道他們是羅馬
公民後，就向他們道歉。離開這
個鎮時，他們敬拜上帝，感謝祂
賜予他們這次機會，對獄卒和他
全家做見證。

总結
問：邪靈離開侍女時，她的

感受如何，你怎麼去理解呢？為
什麼她的主人會如此惱怒呢？如
果你沒有機會自我辯護，就被關
進監獄，你會是什麼感受？保羅
和西拉即便是挨打，被關進了監
獄也讚美上帝，對此你的想法是
什麼？（他們相信上帝與他們同
在，他們感到上帝將透過他們的
遭遇，來勸其它人悔改）你或許
從未經歷過保羅和西拉那樣的牢
獄之災，但在你的生活中，有時
會面臨一些困難和挫折，此時你
會怎麼做呢？你在遇到困難時，
能頌唱詩歌讚美上帝嗎？讓我們
來讀今天的信息：

你需要：
*聖經

無論如何，我都在讚美上
帝時敬拜祂。
和我一起讀。

存心節
在你重複存心節時，與孩子
一起做以下的動作，不斷重複，
直到孩子們都能記住存心節。
約在半夜
看著手腕，好像
在看時間
保羅和西拉
合手
禱告
禱告
唱詩讚美
指著嘴
上帝
向上指
使徒行傳16：25 合攏手掌，然
後
打開

聖經研究
不能閱讀的和能閱讀的孩子
組成一隊（大人需在旁邊協助）
舉行一個「聖經拔劍操練」 說：
「拔劍！」（每個小孩都高舉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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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然後說出聖經書卷。你說衝
鋒之後，所有小孩都同時查找，
孩子們找到經文的就站起來，讓
第一個站起來的小孩讀出經文，
反复誦讀，使用以下的章節。
說：我們有一個聖經拔劍操
練，所有的經文都是關於人們對
上帝的敬拜，閱讀經文並找出他
們是誰，在哪裏敬拜？
士師記16:25-30 參孫與非利士
人在寺廟
創世記39:1-4 約瑟為奴
創世記8:15-20 洪水之後的挪亞
列王紀下5:1-3 被擄的小女子
在另一國
但以理書3:26-29 希伯來人在火
窯裏
但以理書6:10 但以理在家中

3

課程應用

禱告鎖鏈
說：我們將組成一個禱告的
鎖鏈，開始時我會說：我在……的
時候也能夠敬拜上帝。說出地名和
動作，讓孩子們一次一個，手牽手
說地名和動作，再加入鎖鏈。

約翰福音20:19
的
約拿書2:1

禱告
門徒們所在
地方
在魚腹中

总結
問：你認為是什麼原因使
這些人即使為奴、被擄或在死亡
的危險中依然敬拜上帝？這些情
形要如何與我們今天的情況相比
呢？我們在哪裏敬拜上帝？你在
哪裏敬拜上帝？我們在艱難的時
刻敬拜上帝會怎樣呢？（我們得
到新的力量和勇氣，能更好的應
對）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無論如何，我都在讚美上帝
時敬拜祂。

鏈有多牢固呢？如何才能使它更加
牢固？（每天敬拜上帝）我們在什
麼樣的情況下才能敬拜上帝呢？
不管情況如何，我們都會敬拜上
帝。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無論如何，我都在讚美上帝
時敬拜祂。

总結
留在鎖鏈中，問：我們的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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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

參與敬拜
在一個明確的時間，舉行
一次頌讚聚會（與牧師或安息日
學的負責人，安排一個適合的時
間）把孩子分成幾組，讓每組找
聖經經文、故事中鼓勵我們讚美
上帝或講述某人在困難的情況下
讚美上帝的內容。要他們選擇一
首讚美歌曲配合經文，幫孩子們
預備一個簡短的解釋，說明為什
麼在此情況下以這種方式讚美上
帝非常重要。
鼓勵他們邀請朋友參與頌讚
聚會的活動。

帝的經文時，你有什麼感想呢？
你如何在困難的處境中讚美上帝
呢？對上帝來說，會有困難的情
形嗎？知道上帝希望在我們敬拜
祂時，與我們相遇，對此你有何
感想？讓我們透過說出今天的信
息，再次確定獻身侍奉的決心：

你需要：
*聖經
*頌讚詩歌

無論如何，我都在讚美上帝
時敬拜祂。

結束
再次組成一串人群鏈條，
儘量延伸。說：當我們讚美上帝
時，就會透過我們的敬拜影響更
多人。禱告時請求上帝賜福這個
頌讚崇拜的計劃。

总結
問：當讀到鼓勵你讚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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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學生本

夜半歌聲
經文
使徒行
傳16：
16-40。
參考資料
《使徒行述》
第21章

存心節
「約在半夜，
保羅和西拉
禱告唱詩
讚美上帝，
眾囚犯
也側耳
傾聽。」
（使徒行傳
16：25）

信息
無論如何，
我都在
讚美上帝時
敬拜祂。

你曾經被無端指責過嗎？因
為有人說謊，保羅和西拉挨了打
並被關進監獄，但是他們依然讚
美和敬拜上帝。
當侍女跟隨保羅和西拉走
到街上時，她大聲的說：「這些
人是至高上帝的僕人」，她 已 經
跟隨他們幾天了，她一次又一次
的叫喊著：「這些人是至高上帝
的僕人」。最後保羅決定讓她停
止叫喊。他轉身命令邪靈，說：
「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從
她身上出來！」
侍女立刻安靜下來，她的主
人們驚訝的看著她，當他們了解
到保羅所做的之後，驚訝變成憤
怒。侍女透過法術為他們獲得暴
利，此時邪靈已 離開她，她再沒
有能力借著法術為主人們賺錢。
她的主人們就揪住保羅和西
拉，把他們拉到市場上，站在地方
審判官面前。他們控告保羅和西
拉，說：「這些人是猶太人，竟
敢騷擾我們城鎮，對我們羅馬人傳
那些所不能領教、不該實行的規
矩！」眾人就一起攻擊他們，保羅
和西拉挨打後，被關進了監獄。
獄卒把他們關到最深、最
暗的地牢，在他們的腳踝拴上木
狗，鎖住牢門，把他們留在黑暗
之中。牢房裏陰冷潮濕，他們背
部酸楚疼痛、血肉淋漓，腳踝銬
著木狗，無法動彈。
他們坐在黑暗的牢房裏，
保羅開始吟唱，西拉也跟著唱起
來。他們越唱越快樂，忘記了背
上和腳踝的疼痛，他們感謝上帝

保全他們的性命，感謝上帝與他
們同在，並看顧他們。其它囚犯
都以驚異的神情凝視他們，這些
人在遭受如此的毆打後，為何竟
吟唱了起來？
大約在半夜，忽然開始大
震動，監牢的地基都動搖了。所
有囚犯的鎖鏈都鬆開了，牢門敞
開，囚犯可以大刺刺走出監牢。
獄卒跑出看守房，見到牢門
已 敞開，幾乎可以確信囚犯 已 經
逃走。於是，他拔劍就要自殺，
他知道讓犯人逃跑將被處以殘忍
的死刑，因此寧願自我了斷。
保羅對獄卒大呼：「住手！
我們都在這裏。」
獄卒叫人拿燈來，衝進牢
房，發現保羅和西拉。沒錯！他
們還在這裏！鎖鏈 已 不再緊緊的
鎖住他們，牢門也是大大敞開，
保羅和西拉大可一走了之──但
他們卻沒有逃走。
獄卒戰戰兢兢的俯伏在保羅
和西拉面前，接著又站起來，領
他們出來，問道：「我該怎樣做
才可以得救？」
保羅和西拉回答說：「當信
主耶穌基督。」
獄卒就把保羅和西拉帶到他
家裏。他曾聽到保羅和西拉在牢
房裏頌唱和敬拜上帝，他在擦洗
他們的傷口時，就請他們告訴他
更多有關上帝的事。
當保羅和西拉告訴獄卒和他
的家人，有關上帝把祂的兒子耶
穌差遣於世，並為他們的罪而死
的奇妙過程時，獄卒和他的全部
家人就決定要跟從主耶穌，他們
加入保羅和西拉對上帝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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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保羅和西拉被釋放出來，法官知道他們是羅馬公民
後，就向他們道歉。離開這個鎮時，他們敬拜上帝，感謝祂賜予他們
這次機會，對獄卒和他全家做見證。他們一路傳講耶穌的旅程中，一
次次不斷的讚美上帝。
無論身在何處，無論發生何事，我們都要讚美上帝。

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你的家人分享故事，然後舉辦一
個頌讚聚會。一個人選一首大家都
會唱的歌，然後另一人再選一首，
一直唱到想不出來為止，看你們一
共能唱多少首？
•感謝上帝使你能夠唱詩讚美祂。
星期日
•禮拜聚會時，閱讀和討論使徒行傳
16：16-21。（《使徒行述》第
172頁）是什麼靈控制了侍女？當
那個靈離開她時，發生了什麼？
•與家人舉行一次拔河比賽，誰是使
你做錯事的「引力」呢？禱告祈求
力量能幫助你做正確的事。
星期一
•家庭聚會時，閱讀和討論使徒行傳
16：22-24。描述獄卒如何對待
保羅和西拉，讓家人把腳踝綁在一
起，坐在地板上，再試著站起來，
會出現什麼情況？試想保羅和西拉
會是什麼樣子呢？
•感謝上帝讓我們能夠自由的敬拜
祂。祈求上帝賜福，也鼓勵那些在
獄中的人們。
星期二
•家庭聚會時，閱讀和討論使徒行傳
16：25-34。發生什麼事改變了獄
卒對保羅和西拉的態度？
•把存心節寫在膠帶上，將膠帶纏在
你的手指或手臂上，以明白和方便

背誦經文。
•了解如何治療傷口和擦傷，在家庭聚
會時練習。
•請求上帝給你力量，能幫助他人。
星期三
•教你的家人存心節。保羅和西拉在何
時吟唱讚美詩？你什麼時候頌讚上
帝？
•用紙杯做一個鐘，寫一個字或畫一幅
畫代替時間數字，講出每小時你所做
的事。在每次活動中，你如何敬拜上
帝？家庭禮拜聚會時，說明這個鐘的
用途，感謝上帝讓你隨時隨地都可以
敬拜祂。
星期四
•今天的禮拜聚會中，閱讀和討論使
徒行傳16：35-39。為什麼保羅不
離開監獄？現在閱讀使徒行傳16：
20，21。為什麼法官認為保羅和西
拉是猶太人？這會使他們有什麼不同
的待遇？如果你被誤判、受了委屈會
怎麼辦呢？你曾經誤會或冤枉過別人
嗎？你做了什麼呢？
•禱告祈求上帝幫助你能公平的對待別
人。
星期五
•獄卒請保羅和西拉吃了一頓飯，幫家
人準備晚餐。
•一起閱讀使徒行傳16：16-40，然
後和家人表演故事。禱告前唱讚美
詩，感謝上帝讓你能隨時敬拜祂，也
為不能自由敬拜上帝的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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