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課

探索聖經
本月主題
經文
使徒行傳
17：1-14；
參考資料
《使徒行述》
第22、23章

存心節
「這地方的人賢於
帖撒羅尼迦的人，
甘心領受這道，
天天考查聖經，
要曉得這道的
是與不是。」
（使徒行傳17：
11）

我們在敬拜上帝時讚美祂。

故事大綱
在帖撒羅尼迦遭到反對之後，保羅和西拉連夜離
開，趕往庇哩亞。他們到達後，就進入猶太人的會堂，
這些猶太人沒有偏見，他們已準備領受福音並且天天考
查聖經，要參知保羅和西拉所傳之道的對錯，他們中有
很多人接受，開始信奉主耶穌。當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
知道保羅又在庇哩亞傳道時，他們就趕到庇哩亞，擾亂
民眾視聽。庇哩亞的弟兄於是打發保羅離開，在黑夜的
掩護下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西拉和提摩太仍然留在那
裏繼續工作。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無論保羅所授是否為真，庇哩亞人為自己研習聖
經以敬拜上帝。我們也一樣，能查經尋求真理，以敬拜
上帝。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研習聖經能
豐富我們的生活
和增強我們的心智。
感受每日都能
讀上帝的聖言。
回應感謝上帝
賜予我們
聖言與聖經。

信息
我每天
研讀聖經，
敬拜上帝。

教師補充材料
庇哩亞是一個位於馬其頓的小城，距帖撒羅尼迦
西南大約五十英里，在帖撒羅尼迦，那些不願信奉主耶
穌的猶太人，曾試圖在耶孫的家裏傷害保羅。保羅和西
拉還是一如往常的直接進入猶太教堂，經過他們在帖撒
羅尼迦遇到的麻煩之後，這舉動需要相當的勇氣。庇哩
亞人的悔改歸信已經成為一個值得令人效法的好榜樣，
因為他們虛心開明。他們聽了保羅的講道後，堅持不
懈的研習聖經、追求真理。有趣的是，帖撒羅尼迦那些
原本不信奉主耶穌的人，居然旅行了五十英里，在聖經
時代花了三天的旅程來找保羅和西拉的麻煩。庇哩亞城
是為今日的威利亞。（摘自《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註
釋》第六卷，原文第343-345頁和《基督復臨安息日
會聖經辭典》原文第138頁）

教室布置
見第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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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1

時

間

活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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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靠深植人心

B.精神食糧

2

動

--八張心形剪紙（見第140
頁）
--四把椅子
--聖經標籤（隨意）
--各種水果或天然食物的圖
片
--黑板
--粉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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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課的捐獻箱
--大張黑紙
--大張白紙
--鉛筆
--剪刀
--膠水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扮演保羅的人
--聖經時代的服裝
--「聖經」（見讚美和祈禱 ）
--聖經
--放大鏡

--存心節
--聖經研究
課程應用

＜15分鐘

饑餓

--奶瓶
--牛奶
--嬰兒食品罐
--餅
--罐裝食品
--嬰兒圖片
--聖經圖集
--兒童聖經
--聖經
--桌子

分享

＜15分鐘

做標記

--書籤樣品（見第142頁）
--蠟筆或白板筆
--透明連接紙（隨意）
--剪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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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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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活動
選擇最適合實際情況的活動

你需要：
*八張心形
剪紙（見第
140頁）
*四把椅子
* 聖經標籤
（隨
意）

A.信靠深植人心
在一張心形剪紙（見第140頁）上，寫出下列的一節經文並對
折。製作兩套經文，把孩子們分成幾隊，每隊前放兩把相距約15英
呎（4-5公尺）的椅子。孩子們在一把椅子後面排成一直線，當你說
「開始」時，第一個人衝向另一把椅子，拿起一張心形剪紙，讀出第
一節經文，再跑回來，碰觸下一個人的手以不斷重複遊戲。根據你所
處隊伍的閱讀能力，你可以簡化經文的內容，或讓某人幫助孩子閱讀
那節經文。你也可以在遊戲最後時，給大家一個聖經標籤。使用以下
經文：
靠主常常喜樂
（腓立比書4：4）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
（詩篇119：1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祂本為善 （詩篇107：1）
你話的总綱是真實
（詩篇119：160）

总結
問：這些經文很類似嗎？你能記住這些經文嗎？給孩子們一些
時間重複每節經文。你的確做得很好，你也學了一些經文，我們在讀
經和研經中敬拜上帝，今天故事中的人物研習聖經以尋求真理。我們
也可以這樣做，我們今天的信息是：
我每天研讀聖經，敬拜上帝。
和我一起讀。

你需要：
*各種水果或
天然食物的
圖片
*黑板
*粉筆

B.精神食糧
向孩子們展示不同的水果。說：讓我們將這些不同水果的好處
列成一張清單。給孩子們一些時間。這些好處是確實存在的，但如果
我們不吃，這些好處對我們就毫無意義。如果環境適當，讓孩子品嚐
小塊水果（一瓣柑橘或其它類似的水果）。

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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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們為什麼需要吃水果？有什麼其它的食物有益我們的身
體呢？好的食物使我們身體強健，什麼使我們心靈強健呢？我們不
會用嘴巴去咀嚼聖經，但是，當我們學習上帝的聖言時，就將之埋
藏心底與牢記腦海中。當我們研習上帝的聖言，瞭解更多有關祂為
我們生命所做的計劃，就是對祂的敬拜。我們今天的信息是：
我每天研讀聖經，敬拜上帝。
和我一起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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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決心跟從耶穌」（為喜樂歌唱第119首）
「我願真實」（為喜樂歌唱 第117首）
「與耶穌交談」（為喜樂歌唱 第98首）
「合手禱告」（為喜樂歌唱 第97首）
「進入我心」（為喜樂歌唱第125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聖工故事裏的研經和
崇拜。

捐獻
說：我們捐獻以幫助別人了解和實行上帝的聖
言，就是對上帝的敬拜。

祈禱
把大張白紙剪成像一本打開的書，用黑紙做
書的封面和封底，如果這本「書」夠大，就在空白
處讓孩子們寫上禱告需求，如果不夠大，就讓一個
人做代表，在空白處裏寫上禱告需求。在你的禱告
中，一定要包括感謝上帝聖言的話。

你需要：
*第九課的
捐獻箱
你需要：
*大張白紙
*大張黑紙
*剪刀
*膠水
*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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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成年男子
*聖經時代的
服裝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場景布置
請一個人身著聖經時代的服
裝扮演保羅，告訴孩子們要非常
仔細聆聽，以便區分帖撒羅尼迦
的猶太人和庇哩亞的猶太人。讓
孩子們練習以下動作直到熟練：
當他們聽到：
孩子們
我
豎大拇指
庇哩亞
合手禱告
聖經
手掌合攏然後
打開
來自帖撒羅尼迦 大拇指朝下
的猶太人

說故事
我名叫保羅，耶穌授予我一
個特別的使命，我被稱之為使徒
或是曾親眼見證耶穌之人。我的
工作，就是傳講耶穌的事蹟；先
對猶太人，再對其它人傳道。猶
太人將其它民族稱之為外邦人。
無論何時，我每到一個新
城，就會在安息日時，上猶太教
堂為猶太人考查聖經，告訴他們
耶穌就是彌賽亞，並且談論耶穌
在大馬士革的路上遇見我，使我
成為基督徒的事情。
我抵達帖撒羅尼迦城時，一
些猶太人和大部分的外邦人接受
了我的信息，受洗成為基督徒。
有些猶太人則感到妒嫉，他們想
除掉我。城裏的猶太人不多，他
們極需幫助，這些猶太人到了無
業遊民所聚集的市場，因此發現

有人想要製造麻煩。
西拉與我同行，我們寄宿在
一個名喚耶孫的人家中，那些市
井匪類集結成群，在帖撒羅尼迦
猶太人的帶領下到耶孫的家來找
我們，他們遍尋不著之下，就把
耶孫和其它幾個信徒拉到地方法
庭。這些猶太人說我和西拉違背
凱撒之命，指稱耶穌為王。
他們也使地方官因為耶孫收
留我們，又與我們一起行動而判
定他應受懲處。地方官因聽信帖
撒羅尼迦猶太人的謊言，遂令耶
孫繳納罰金。我和西拉一直隱匿
行蹤，沒被眾人發現，信徒們隨
即在夜間安排我們暗中離去，前
往遠在五十英里外的庇哩亞城。
一如往昔，我和西拉直接走
進教堂，庇哩亞的猶太人比帖撒羅
尼迦的猶太人睿智，他們虛心領受
我的傳道，聆聽和考查聖經，追
尋真理。在庇哩亞猶太人研經以
後，他們接納並受洗為基督徒，他
們成為信徒後也天天考查聖經。他
們孜孜不倦，渴求認識更多與耶穌
有關之事；天使也在旁幫助他們更
加明白所讀的經文。
當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
道我和西拉身在庇哩亞後，一路
尾隨我們，在庇哩亞又集結了一
些匪徒準備展開另一波的攪擾行
動。庇哩亞的信徒幫助我逃了出
去，現在我 已 經在雅典等待西拉
和提摩太了。他們留在城裏暗中
幫助庇哩亞猶太人了解更多有關
耶穌的事。有些新的庇哩亞信徒
與我同行，我請他們轉告提摩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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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西拉，完成在庇哩亞的工作後
加入我的行列。
與庇哩亞人一起工作讓我感
到非常愉快，沒有什麼事情比研習
上帝的聖言更使人心情舒暢，學習
越多，所得到的快樂就會更多。

总結
問：為什麼你認為帖撒羅
尼迦的猶太人試圖攪擾保羅和西
拉？你在帖撒羅尼迦出事以後，
還敢走進庇哩亞的教堂嗎？如果
有人因為你講解聖經而試圖殺害
你，你會感覺怎樣？為什麼庇哩
亞人天天研習上帝的聖言？我們
如何確信在安息日學和教會所聽
到的是正確的呢？（要自己研究
聖經）讓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我每天研讀聖經，敬拜上帝。

存心節
將存心節中的每個字寫在分
開的紙卡上，把經句放進「奉獻
的聖經」裏面。讓孩子們一次拿
出一個字並將它們擺列成正確的
順序形成經文。他們可以使用聖
經，讓一個成人幫助不能閱讀的
孩子。
以下動作重複存心節數次：
這地方的人
豎起拇指
賢於
伸出雙手接
帖撒羅尼迦的人， 受
甘心領受這道
舉起七個指
頭
天天考查聖經
雙手放在一
起，開合像
本書

要曉得這道的
是與不是
使徒行傳17：11

豎起拇指
手掌合攏，
然後打開

聖經研究
把下列九項陳述和所提出的
問題寫在幾張小紙條上，讓孩子
們逐個用放大鏡閱讀這些紙條上
的字，其它孩子可以在使徒行傳
第十七章中幫忙查找答案，當他
們找到經文的答案時，就起立。
大人可以幫助他們查找。
說：在這些紙條中，有正確
和錯誤的陳述以及一些問題，答
案在使徒行傳第十七章中可以找
到，就像庇哩亞人那樣，你也可
以考查聖經，看看這些陳述是否
正確，當你找到經文或知道答案
時就起立。分別使孩子們閱讀經
文和講出答案。
1.保羅是不是先尋訪庇哩
亞？（第一節，不是，帖
撒羅尼迦）
2.保羅是不是在帖撒羅尼迦
猶太會堂度過了三個安息
日？（第二節，是）
3.保羅告訴帖撒羅尼迦人耶
穌是_____________（第
三節，基督/彌賽亞）
4.保羅是不是被收留在雅各
家？（第五節，不是，耶
孫家）
5.保羅和西拉在什麼時候前
往庇哩亞？（第十節，夜
間）
6.什麼使庇哩亞人比帖撒羅
尼迦人睿智？（第十一
節，考查聖經以證明保羅

你需要：
*聖經
*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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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是否屬實）
7.經文論及哪三群人相信保
羅的話？（第十二節，猶
太人，希臘人和婦女）
8.當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來
到庇哩亞時，他們是不是
就相信保羅了？（第十三
節，不是，他們混淆眾人
視聽）
9.庇哩亞的信徒為了保羅的
安全，安排他前往何處？
（第十五節，雅典）

3
你需要：
*奶瓶
*牛奶
*嬰兒食品
罐
*餅（麵包）
*罐裝食品
*嬰兒圖片
*聖經圖集
*兒童聖經
*聖經
*桌子

总結
問：為什麼當混亂興起時，
保羅要離開？（他不願當地的信
徒遭受迫害）為什麼我們自己研
究聖經非常重要？庇哩亞人多久
學習一次聖經？我們應該多久學
習一次聖經呢？為什麼？讓我們
來讀今天的信息：
我每天研讀聖經，敬拜上帝。

課程應用

饑餓
將食物及物品放在桌上，並
要求孩子們把與食物相應的聖經
互相搭配，確定大家都做出同意
的回應。

总結
說：為什麼你們把食物與
聖經互相搭配？它們的相似程度
如何？你們還是嬰兒的時候，父
母就透過吟唱詩歌、說故事讓你

們領受上帝的話；在你們蹣跚學
步時，能觀看聖經圖片，父母同
樣說故事給你聽；現在你們長大
了，一些孩子可以自己閱讀兒童
聖經了，隨著你們一天天長大，
將會懂得閱讀上帝所有的聖言！
我們敬拜上帝的其中一種方式，
就是研習祂的話語。讓我們來讀
今天的信息：
我每天研讀聖經，敬拜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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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

做標記
預先準備一張告示或寫出以
下研習聖經的步驟，讓大家都能
看見。在你發現聖經學習書籤之
前，討論學習的每一步。
聖經學習步驟：
1.祈求聖靈幫助你明白所讀
的內容。
2.閱讀兩節或三節經文，再
慢慢的仔細領悟。
3.用你自己的話寫或說出這
些經文。
4.請求耶穌告訴你，祂要從
這些經文中對你說什麼。
5.寫出或畫出一張相關的圖
片。

著色和裝飾，可能的話，用透明
連接紙製作封面。複習書籤上的
幾點內容。

总結
問：有關聖經重要性的研
究，你學到了什麼？保羅和西拉
學到有關耶穌的事，他們有把對
耶穌的認識保留，而不與人分享
嗎？對他們來說，分享上帝的聖
言很容易嗎？與朋友或家人使用
書籤，是分享上帝聖言的一種方
式。花一點時間，想出你要與之
分享的人。你下次看見他們時，
發給他們一張書籤，並請他們研
習聖經。重複今天的信息：

你需要：
*聖經學習書
籤樣品（見
第142頁）
* 蠟筆或白
板筆
*透明連接紙
（隨意）
* 剪刀

我每天研讀聖經，敬拜上帝。

結束
在厚紙板或紙卡上，複製聖
經學習書籤（見第142頁）。發
兩張書籤給每個小孩，讓孩子們

禱告祈求上帝在孩子們每天
研習聖經時與他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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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課／學生本

探索聖經
經文
使徒行傳
17：1-14；
參考資料
《使徒行述》
第22、23章

存心節
「這地方的人
賢於帖撒羅尼
迦的人，
甘心領受
這道，
天天
考查聖經，
要曉得這道的
是與不是。」
（使徒行傳
17：11）

信息
我每天研讀
聖經，
敬拜上帝。

你願意做個聖經探索者嗎？
你願意不斷的探尋新觀念和新信
息嗎？今天的學課，我們要學習
的是有關考查聖經以視保羅所言
是否為真的一些聖經探索者。
耶穌召喚保羅為使徒，保羅
的工作，就是傳講耶穌的事蹟；
先對猶太人，再對其它人傳道。
保羅四處巡遊，每到一個新
城，上猶太教堂為猶太人考查聖
經，告訴他們耶穌就是彌賽亞，
並談論耶穌在大馬士革的路上和
他相遇，使他成為基督徒的事。
當保羅到帖撒羅尼迦城的時
候，一些猶太人和大部分的外邦
人接受了他的信息，受洗成為基
督徒。有些猶太人則感到妒嫉，
他們想除掉他。城裏的猶太人不
多，他們極需幫助，這些猶太人
到了無業遊民所聚集的市場，因
此而發現了有人想要製造麻煩。
保羅和同行的西拉，寄宿
在一個名喚耶孫的人家中，那些
市井匪類集結成群，在帖撒羅尼
迦猶太人的帶領下到耶孫的家去
找保羅和西拉，他們遍尋不著之
下，就把耶
孫和其它幾
個信徒拉到
地方法庭。
這些猶太人
說保羅和西
拉違背凱撒
之命，指稱
耶穌為王。
他們也使地
方官因為耶

孫收留保羅等人，又與之一起行
動而判定他應受懲處。地方官因
聽信帖撒羅尼迦猶太人的謊言，
遂令耶孫繳納罰金。保羅和西拉
一直隱匿行蹤，沒被眾人發現，
信徒們隨即在夜間安排他們暗中
離去，前往遠在五十英里外的庇
哩亞城。
一如往昔，保羅和西拉直接
走進教堂，庇哩亞的猶太人比帖
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睿智，他們虛
心領受保羅的傳道，聆聽和考查
聖經，追尋真理。在庇哩亞猶太
人研經以後，他們接納並受洗為
基督徒，他們成為信徒後也天天
考查聖經。他們孜孜不倦，渴求
認識更多與耶穌有關之事；天使
也在旁幫助他們更加明白所讀的
經文。
當帖撒羅尼迦的猶太人知道
保羅和西拉身在庇哩亞後，一路
尾隨著他們，在庇哩亞又集結了
一些匪徒準備展開另一波的攪擾
行動。庇哩亞的信徒幫助保羅逃
了出去，現在他 已 經在雅典等待
西拉和提摩太了。他們留在城裏
暗中幫助庇哩亞猶太人了解更多
有關耶穌的事。有些新的庇哩亞
信徒與保羅同行，他請他們轉告
提摩太和西拉，完成庇哩亞的工
作後加入他。
庇哩亞人繼續考查聖經，他
們想認識更多有關上帝的事和認
識更多有關耶穌的事。
耶穌要我們每天研習聖經，
從中明白更多上帝的真理，在我
們讀經時，祂會幫助我們明白，
只要祈求祂，你就能更充分的了
解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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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家人分享課程故事和存心節。
問：庇哩亞人為什麼要考查聖經？
請你的家人幫你製作一本聖經學習
日誌，每天讀經時，在日誌上做記
錄或畫圖。
•一起閱讀詩篇92：1和2。在你的聖
經日誌上寫或畫一些感想。感謝上
帝在你研習聖言時，賜福予你和你
的家人。
星期日
•與家人一起閱讀和討論使徒行傳
17：1-4和10-12，保羅和西拉在這
些地方做了什麼？把你的看法寫在
聖經學習日誌上。
•請你的家人幫你製做一張海報，宣
傳保羅在庇哩亞的聚會。
•禱告祈求上帝賜福於本週預備在安
息日講道的牧師。
星期一
•家庭禮拜聚會前，儘量把存心節寫
得小一點，在一個清晰透明的塑膠
袋裏裝點水後，將之密封起來，製
作成一個放大鏡，把存心節放在下
面，會出現什麼？與你的家人分
享，並且教他們這節經文，把它寫
在你的日誌上。
•唱有關聖經的歌，為此感謝上帝。
星期二
•今天聚會時，把三個紙杯倒扣在桌
子上。在其中一個紙杯裏放一枚硬
幣，這幾個紙杯不要拿起來，使之
在桌上水平移動，變換位置幾次，
請人猜測哪個紙杯有硬幣，他們猜

到了嗎？重複十次。
•一起閱讀和討論使徒行傳17：11。
你如何知道你所說有關上帝的信息是
正確的？把它寫在你的日誌上。
•請求上帝幫助你，在每天研習聖言
時，明白什麼是正確的。
星期三
•聚會前，在房間裏藏一枚硬幣，請你
的家人尋找。他們靠近時說「接近
中」，他們遠離時說「遠離中」。閱
讀和討論詩篇119：11。這節經文
對你有什麼涵義？對於你家人有什麼
涵義？把它記在你的日誌上。
•唱一首讚美詩歌，感謝上帝的聖言。
星期四
•與家人一起閱讀和討論提摩太後書
2：15。你家裏有多少不同版本的聖
經？它們如何幫助你明白上帝的聖
言？閱讀，並在各種版本中比較存心
節。
•請每個人說出並解釋一節喜歡的經
文，他們為什麼喜歡它？在不同的聖
經版本中找出這些經文，它們的共同
點是什麼？這是一個什麼樣的聖經探
索？在你的日誌上列出經文。
星期五
•在家庭禮拜中閱讀和討論使徒行傳
17：1-15，在帖撒羅尼迦發生了什
麼事？在庇哩亞呢？帖撒羅尼迦和庇
哩亞之間的最大差別是什麼？你願意
成為帖撒羅尼迦人呢？還是庇哩亞
人？為什麼？
•從你的聖經學習日誌上分享一些東
西。一起說出你的存心節，並為你能
效法保羅的榜樣而感謝上帝，準備明
天上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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