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課

給朋友的最後一封信
本月主題
經文
提摩太後書1，2
參考資料
《使徒行述》
第49章

存心節
「你不要以給
我們的主
做見證為恥」
（提摩太後書1：8）

我們在敬拜上帝時讚美祂。

故事大綱
保羅在獄中寫了一封信給提摩太，告訴提摩太他
（保羅）在禱告中，感謝上帝讓提摩太幫助他。保羅在信
中也提及，他對提摩太從他外祖母羅以和母親友尼基那裏
接受「信心」，並且成為一個偉大的佈道者而感到滿心快
樂。他鼓勵提摩太繼續開拓工作，讓聖靈充實他的生活。
他告訴提摩太，不要以福音為恥，並且要堅信自己所知的
真理。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上帝透過
影響人們來
幫助我們建立信念
感受對老師、
父母和其它
積極影響我們
的人之感謝
回應選擇與
有助於我們
靈性成長的人
相處之選擇

信息
我敬拜上帝，
感謝祂成為
基督徒的模範。

保羅為提摩太和使提摩太成為上帝佈道者的事，誠
心感謝上帝。我們也一樣敬拜上帝，為那些幫助我們成為
上帝兒女的人而感謝上帝。

教師補充材料
提摩太很有可能是在保羅第一次傳道旅程中，訪問
路司得時悔改歸信的。當保羅第二次到路司得時，他的年
紀大約在十八歲到二十歲之間，就已經被路司得的弟兄所
熟悉，同時，也被二十英里外以哥念的弟兄所知道。
沒有明確的資料說明提摩太父親的信仰，他是希臘
人，可能是外邦人或敬畏上帝的外邦人，提摩太的母親則
是個心中有堅定信念的猶太婦女。根據資料顯示，她是一
個寡婦，在提摩太的故事中記載了她是出色的角色。她和
提摩太的外祖母細心照料提摩太，給予他良好的聖經知識
和個人教育。
提摩太在保羅的第二次傳道旅程中陪伴他，他是以
弗所教會的第一位牧師，而且，據說最終是在以弗所平民
的手中殉道而死。(《基督復臨安息日會聖經注釋》第六
卷，原文第323、324頁)

教室布置
見第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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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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聽他們開心或煩
惱的事。

預備活動

＜10分鐘

A.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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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剪刀
--鉛筆
--膠水

聖經課程

＜20分鐘

--體驗故事
--存心節
--聖經研究

--信封
--鏈子
--信封
--聖經

--大種子
--紙杯
--土壤
--水
B.在基督裏成長網 --報紙
路
--大的毛線球

課程應用

＜15分鐘

身體的部分

大的人形剪紙

分享

＜15分鐘

積極的信

--紙卡
--標籤貼紙
--裝飾紙片
--膠水
--剪刀
--蠟筆
--白板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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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種子
*紙杯或膠杯
*盆罐土壤
*水
*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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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種
給每個孩子一個紙杯，讓他們把名字寫在杯子上，裝土並種一
粒種子（大種子，如豆子更易處理而且長得好）。讓孩子們澆水。

总結
提問時給些時間回答：你的種子生長需要什麼？（土壤，水，
陽光，熱量，呵護等）是的，栽種需要一些幫助它生長的條件。我們
身體的成長需要什麼來幫助？我們靈性的成長需要什麼來幫助？（禱
告，研經，分享見證等）耶穌給了我們像祂那樣幫助我們成長的人。
今天我們要通過感謝上帝為我們立的榜樣—— 幫助我們來認識祂的
人，以此來敬拜祂，我們的信息是：
我敬拜上帝，感謝祂成為基督徒的模範。
和我一起讀。
你需要：
*大的毛線球

B.在耶穌裏成長網路
圍成一個圈。把毛線球給一個孩子，說：把球投擲給別人，在
你投擲時說出在你生活中對你有影響的某個人的名字。可能是你的媽
媽，爸爸，朋友，老師或在教會的某個人。持續進行直到許多人的名
字都被叫出而且每個人都至少投擲一次。讓孩子們留在「網路」裏。

总結
問：毛線使你想起什麼？（一張蜘蛛網）這張網如何像人們幫
助我們成長？如果其中一個人要走出網會出現什麼情況？（網路的部
分會掉下來）我們為什麼需要別人？耶穌樹立他人做榜樣，做模範以
幫助我們基督徒生命的成長。我們敬拜上帝感謝祂為我們樹立的模範
人物。我們的信息說：
我敬拜上帝，感謝祂成為基督徒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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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良善的」（為喜樂歌唱第13首）
「唱詩讚美主」（為喜樂歌唱 第2首）
「輕輕禱告」（為喜樂歌唱 第96首）
「我這小光」（為喜樂歌唱 第134首）
「與耶穌交談」（為喜樂歌唱 第98首）

聖工
分享《兒童聖工消息》中的一則故事，強調聖工故事的崇拜主題。

捐獻
說：我們有基督徒的模範人物，但不是每個人都
做得到。我們的捐獻，就幫助侍奉的工人在其它地方做
模範，使他們能夠幫助別人瞭解上帝。

你需要：
*聖經捐獻
箱 （ 第 九
課）

祈禱
讓孩子們從紙上剪下一個人的體型，並寫上某個
模範人物的名字。
把所有的紙人粘貼在一張大紙上。
把今天的信息寫在頂部：我敬拜上帝，感謝祂成
為基督徒的模範。感謝上帝樹立模範人物並請求祂幫助
每個孩子做一個積極的楷模。

你需要：
*紙
*剪刀
*鉛筆
*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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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你需要：
*信封（裝著
保羅致提摩
太的信）
*鏈子

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用一條以紙、繩索或毛線做
成的鏈子把孩子們連接起來，以
長度稍短的鏈子來限制孩子們只
能在小範圍移動。

場景布置
說：保羅是一個在監獄中
的老人，他感到孤獨而且思念他
的朋友提摩太。當你聽到「保
羅」，就用手做一個寫字的動
作。當你聽到「提摩太」，就跳
起來，並向前走一步好像要自願
擔當工作。練習幾次。

說故事
保羅（寫字的動作）環視監
獄空盪盪的四周，凌亂、陰暗並
使人不快的牢房。當他想起親愛
的朋友提摩太（跳起來，向前一
步）時，臉上露出微笑。他們曾
一起經歷試驗與為耶穌工作的喜
悅，因此而成為好朋友，甚至遠
超過朋友般的情同父子。
保羅（寫字的動作）記得他
們第一次相遇。保羅（寫字的動
作）曾去路司得，那裏的人不喜歡
他為耶穌佈道，所以就把他拖出城
門，還用石頭打他；那時提摩太
（跳起來，向前一步）和他母親、
外祖母剛接觸到耶穌。當保羅再次
來到路司得時，提摩太（跳起來，
向前一步）已經準備好在工作上幫
助他；那時他只有十幾歲。
提摩太（跳起來，向前一

步）的父親是希臘人，他母親友
尼基和外祖母羅以則是猶太基督
徒。他們從小就對提摩太（跳起
來，向前一步）進行聖經教育，
鼓勵他持守心靈的純真，幫助提
摩太（跳起來，向前一步）選擇
成為基督徒是他們的引導。
提摩太（跳起來，向前一
步）成為保羅（寫字的動作）的
助手，一起旅行數英里，雖然面
臨各種艱難、困苦的情況，但他
們對耶穌的愛卻日益漸增。此時
提摩太（跳起來，向前一步）正
在以弗所工作。
「我想要寫封信給提摩太
（跳起來，向前一步）。」保羅
（寫字的動作）心想。「我希望
他來探訪我，我知道就算他即刻
起程，抵達這裏也需要一些時
間。見到他之前，或許要等好幾
個月！誰知道我在哪一天會失去
性命呢？但是，無論如何我要寫
信叫他來，並在我死前留下一些
勉言給他。」保羅（寫字的動
作）開始寫道：
「親愛的提摩太（跳起來，
向前一步）：
你就像我的兒子，願你從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那裏得恩惠、平
安和憐憫。我每天為你禱告，感
謝上帝，我為你從母親和外祖母
那裏得來的信念感到滿心歡喜。
願你用這信念的恩賜，點燃生命
的火花，使它更加熾熱。
不要畏懼任何事和任何人，
如果有人做錯了什麼事，就用上
帝賜予你的能力告訴他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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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予我們力量，把福音轉達給世
人。不要以為耶穌做見證為恥，
要時時刻刻把握機會傳布福音。
以聖經為武器，不要聽信謠
言；要讀經，認識真理，不要聽從
假教師的話，防止其它信徒聽信假
教師的謊言，教導其它信徒，如同
我教給你的，聖靈會幫助你。
即使在監獄裏，我確信上帝
將使我持守對祂的信念，直到我
氣絕為止。你要能來，就請過來
探望，來的時候帶上我的外套和
書。小心那些傷害我的人，他們
也試圖傷害你。問候我的朋友。
願主的恩惠與你同在。
保羅（寫字的動作）

总結
問：當你在「鏈子」裏的時
候，容易移動嗎？你如何理解被限
制行動，就好像保羅在監獄裏一
樣？（不舒服，孤獨）你如何理解
提摩太讀保羅來信時的感受？保羅
說誰教提摩太聖經？你認為提摩太
做了什麼？你做了什麼？保羅是提
摩太的榜樣嗎？誰是你的模範？讓
我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我敬拜上帝，感謝祂成為基
督徒的模範。

存心節
分別在紙上寫出存心節，
每張紙上寫一個字，放入信封。
叫一個孩子上前來，一次拿出一
個字，和其它語句組成有意義的
話。找人幫助需要幫助的孩子。
重複進行，直到所有孩子不
用幫助就能說出存心節。

聖經研究
分成四個組，各分派下列經
文給每一組：
提摩太前書1：1，2
提摩太前書1：5
提摩太前書1：12，13
提摩太後書1：14
給不能閱讀的孩子提供幫
助。說：保羅寫了兩封鼓勵的信
給提摩太，他知道自己隨時都有
可能被處死，他想要提醒提摩太
有關他們談論過的事。這些在聖
經中的書信也同樣鼓勵我們，查
看聖經經文並判斷，保羅想讓提
摩太以及那些跟隨者擁有什麼。
為每組安排時間在課堂上報
告，討論答案，確定孩子們明白
經文的意思。

你需要：
*信封
*紙

你需要：
*聖經

总結
問：如何能得到提摩太前書
1：1，2提及的恩惠、憐憫和平
安？（天父上帝和耶穌把它賜予我
們）提摩太後書2：14說我們應該
捍衛真理，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做到
呢？（學習，就能知道什麼是真
理）誰會幫助我們？（聖靈）。我
們為什麼毋須以福音為恥？（因為
耶穌救贖了我們）。保羅寫了所有
相關的事情幫助提摩太，這些事都
記在聖經裏，也能幫助我們。保羅
為提摩太做了好榜樣，我們也要感
謝上帝為我們提供模範——那些教
導我們認識祂的人。讓我們說出今
天的資訊：
我敬拜上帝，感謝祂成為
基督徒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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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你需要：
*大的人形
剪紙

課程應用

身體的部分
從一大張紙剪下一個巨大的
人體形狀（或把紙張集結黏在一
起）。把它剪成幾片，讓每個孩
子都有一小片（手臂，手掌，大
腿，腳，胸口等等。）如果你的
組別較大，就使用較多張的人形
剪紙或重複練習幾次。
讓孩子們拼出身體的形狀。

呢？肚子呢？在保羅的另一封書
信中，我們被稱為基督的身體。
大聲朗讀羅馬書12：4-8。我們
都有不同的責任，耶穌要我們彼
此關心，用屬靈的恩賜相互幫
助和鼓勵，就像別人幫助我們一
樣。你怎樣做才能成為模範或幫
助別人變得像耶穌？（給一些時
間討論）我們認定幫助基督徒成
長的人，就是在敬拜上帝。讓我
們來讀今天的信息：

总結
問：手臂的用途是什麼？腳

我敬拜上帝，感謝祂成為基
督徒的模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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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享

積極的信
問：你喜歡收信嗎？你喜歡
凝視著信封，猜測它是從哪裏被
寄來的嗎？提摩太收到保羅的書
信時喜出望外，你認識的某人收
到你的卡片或信時會很高興吧。
讓我們為某個曾鼓勵我們做一個
好基督徒的人製作一張感謝卡。
為每個小孩子安排時間製作
卡片，他們可以畫畫、標籤貼紙
或紙卡來做出一張卡片，成人可
以提供感謝的語句幫助有需要的
孩子。

总結

要把卡片寄給誰？為什麼？鼓勵
孩子說出這個人如何成為他們的
榜樣。上帝借著在生活中積極影
響我們的人賜福於我們。讓我們
一起重複信息：
我敬拜上帝，感謝祂成為基
督徒的模範。

結束

你需要：
*紙卡
*標籤貼紙
*裝飾紙片
*膠水
*剪刀
*蠟筆
*白板筆

聚集孩子們圍著一個他們
可以放卡片的地方，禱告祈求上
帝賜福與收到卡片的人，使他們
得到鼓勵，就像他們鼓勵別人一
樣。請求上帝幫助每個孩子，能
夠積極影響他人或成為別人的模
範。

稱讚所有的卡片然後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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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學生本

禱告時間
經文
提摩太後書
1，2
參考資料
《使徒行述》
第49章

存心節
「你不要以給
我們的主
做見證為恥」
（提摩太後書
1：8）

信息
敬拜上帝，
感謝祂
成為基督徒
的模範。

你願意聽到一個來自遠方朋
友的消息嗎？保羅思念他的朋友
提摩太，所以他寫信，希望提摩
太來探訪他。
保羅環視監獄空盪盪的四
周，凌亂、陰暗並使人不快的牢
房。當他想起親愛的朋友提摩太
時，臉上露出微笑。他們曾一起
經歷試驗與為耶穌工作的喜悅，
因此而成為好朋友，甚至遠超過
朋友般的情同父子。
保羅記得他們第一次相遇的
情形。保羅曾去路司得，那裏的
人不喜歡他為耶穌佈道，所以就
把他拖出城門，還用石頭打他；
那時提摩太和他母親、外祖母剛
接觸到耶穌。當保羅再次來到路
司得時，提摩太 已 經準備好在工
作上幫助他；那時他還只是個十
幾歲的少年。
提摩太的父親是希臘人，他
母親友尼基和外祖母羅以則是猶
太基督徒。他們從小就對提摩太
進行聖經教育，鼓勵他持守心靈
的純真，幫助提摩太選擇成為基
督徒是他們的引導。
提摩太成為保羅的助手，一
起旅行數英里，雖然面臨各種艱
難、困苦的情況，但他們
對耶穌的愛卻日益漸
增。此時提摩太正在
以弗所工作。
「我想要寫封信
給提摩太。」保羅心
想。「我希望他來探
訪我，我知道就算他
即刻起程，抵達這裏

也需要一些時間。見到他之前，
或許要等好幾個月！誰知道我在
哪一天會失去性命呢？但是，無
論如何我要寫信叫他來，並在我
死前留下一些勉言給他。」保羅
開始寫道：
「親愛的提摩太：
你就像我的兒子，願你從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那裏得恩惠、平
安和憐憫。我每天為你禱告，感
謝上帝，我為你從母親和外祖母
那裏得來的信念感到滿心歡喜。
願你用這信念的恩賜，點燃生命
的火花，使它更加熾熱。
不要畏懼任何事和任何人，
如果有人做錯了什麼事，就用上
帝賜予你的能力告訴他們。上帝
賜予我們力量，把福音轉達給世
人。不要以為耶穌做見證為恥，
要時時刻刻把握機會傳佈福音。
以聖經為武器，不要聽信
謠言；要讀經，認識真理，不要
聽從假教師的話，防止其它信徒
聽信假教師的謊言，教導其它信
徒，如同我教給你的，聖靈會幫
助你。
即使我在監獄裏，我確信上
帝將使我持守對祂的信念，直到
我氣絕為止。你要能來的話，就
請過來探望我，來的時候帶上我
的外套和書。小心那些傷害我的
人，他們也試圖傷害你。代我問
候我的朋友們。
願主的恩惠與你同在。
保羅
保羅寫信給提摩太引導和鼓
勵他，今天也引導和鼓勵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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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時間
安息日
•和家人閱讀和討論提摩太後書第一
章。誰是提摩太的榜樣？保羅說提摩
太不應該以什麼為恥？此時保羅在哪
裏？（見提摩太後書1：17）提摩太
在哪裏？（見提摩太前書1：3）
•在一張聖經地圖上，找出羅馬和以
弗所。他們相距多遠？從以弗所到
羅馬最快速的路線是什麼？
•為四處向別人傳達耶穌與真理的人
禱告。
星期日
•在十張紙條上，寫出存心節的一個
字。（不要忘記經文）把紙貼在一
起做成一條紙鏈。聚會時，用紙鏈
教導你的家人存心節。請求耶穌給
你和家人勇氣為祂佈道。
星期一
•禮拜聚會時，閱讀和討論提摩太後
書1：8，16，17。這篇經文告訴
我們保羅在獄中生活的哪些事情？
•把你的手腕和另一個人的手腕用線
或繩子綁在一起約三十分鐘。你的
感覺如何？你如何理解保羅戴手銬
的感覺？
•感謝上帝讓我們自由的敬拜祂。

以祈求上帝幫助你成長。
星期三
•與家人一起閱讀和討論提摩太後書
3：14-17。你和家人要怎樣做才能
學到更多經文？
•透過手牽手圍成一個圈，形成一個人
群禱告鏈，讓每個人為他右邊的人禱
告。禱告以祈求上帝幫助他/她研究
和明白聖經。
星期四
•禮拜聚會時，閱讀和討論提摩太後書
1：3-5。讓每個家庭成員在紙的中
心畫一個圈，並把名字寫在圈裏，然
後畫一個更小的圈，把對他們有積極
影響的人名寫在圈裏。最後，再寫一
個註釋感謝這些人，也感謝上帝。
星期五
•和家人分享你最喜歡保羅書信的一
部分，再閱讀一節經文所提供的
教導（見提摩太前書2：1-3；6：
10，11；提摩太後書1：6，7；
提摩太後書2：1-3，15，16，
22-24；3：14；4：1，2。）
•寫一封家書給上帝。為保羅和提摩
太而感謝祂，為聖經，祂的話語而
感謝祂。同時，祈求祂幫助你每天
從中學習。

星期二
•在今天的家庭禮拜聚會中，閱讀和
討論提摩太後書2：1。在耶穌的恩
典中成長和剛強的意思是什麼？閱
讀和討論彼得後書3：18。上帝要
我們如何成長？要求每個人列出身
體成長所需要的事物和心靈成長所
需要的事物。比較你列出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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