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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第一座摩天大樓

第一座摩天大樓
本月主題：
經文
創世記11：1-9
；參考資料
《先祖與先知》第7章

存心節
“…神…不偏待人。…各國
中…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使徒行傳10：34、35

上帝呼召我們為他人服務。

故事大綱
在洪水之後，上帝吩咐挪亞及他的家人要繁衍後代並遍佈
各地。時光流逝，不敬神的人們決定要在示拿地的平原上建
造一座塔，以保護自己免受下一次洪水侵襲。他們開始以磚
塊來建造，並且用石漆代替灰泥。上帝借著變亂他們的語言
來阻止他們。他們依照不同的語言區分了不同組群，並且分
散到世界各地。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為他人服務需要先了解他們的需求。人們可能與我們不
同，但是他們仍然有其需求，我們可以透過幫助他們來滿足
他們的需求。上帝要我們幫助他人，包括那些與我們不同的
人。

教師補充材料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上帝要我們學習了解他
人。
感受願意接納差異。
回應嘗試去了解並幫助與我
們不同的人。

信息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
時，我們就是在侍奉上帝。



巴別的意思是“通往神的途徑”。第7節中“（讓）我
們”（變亂他們的口音），在希伯來文中的用詞，與創世
記1：26中的用詞相同。上帝變亂了他們的語言。就在不到
四千年之後的今天，世界上228個國家中，說著超過6700種
不同的語言。
築塔者以磚代替石頭，以石漆代替灰泥。雖然在迦南地，
石頭與磚皆被用來作為建築材料，石頭在美索不達米亞卻較
為稀有，因此他們使用磚及石漆。考古學上所出土的古蹟文
物，證實了美索不達米亞三角洲上的石漆（或焦油、瀝青）
蘊藏量相當充足。
人們築塔，違背了上帝。示拿地上所有的人在塔上都有住
處（請參見《先祖與先知》第93頁）。上帝變亂了他們的語
言，以打散他們，並使人們分散至世界各地。
“可是，當他們〔巴別塔的建造者〕埋怨上帝嚴厲專權
的時候，他們卻接受了最殘忍之暴君的統治。撒但…就引誘
他們仿效這些祭物，將自己的兒女獻在假神的壇上為祭。”
（《先祖與先知》第7章）。

服

務

教室佈置
在這個月中強調同心協力建造某項事物。運用建築工作人員、工具器械、建造中的建築
物等圖片。如果可能的話，設置一個“建築角落”，孩子們可以運用紙箱、積木等物品建造
事物。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歡

迎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聖經課程

課程應用
分

享

時

間

持續進行

活

動

在門口歡迎學童，
聆聽他們開心(煩惱)的事情
A．我是什麼動物？

＜10分鐘

無
無

B．不同的步伐
交誼

無

頌讚

歌本

＜10分鐘 聖工

＜20分鐘

所需材料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

收捐袋

禱告

積木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服飾（隨意）

存心節

聖經、12塊紙做的“磚
塊”

聖經研究

聖經

＜15分鐘 塔之力

量尺或卷尺；積木、紙杯
(碗)或保麗龍杯(碗)、空
面紙盒或鞋盒等“建築材
料”

＜15分鐘 群抱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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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門口歡迎孩子們。問問他們這個星期過得如何：他們有什麼開心(煩惱)的事情。讓孩子
們開始進行你所選擇的預備活動。

預備活動
請選擇最切合的預備活動。

A‧我是什麼動物？
輕聲對每一位小朋友說出一種動物的名
稱。請務必將每種動物指派給至少兩位以

候，請站起來並且走出像我所說的那種人的
步伐。持續地走，直到我叫你們停下來為
止。準備好了嗎？請站起來。
每次唸出下列一種範例：

上的小朋友。告訴他們：當我數到三的時

‧學步幼童

‧士兵

候，請大家發出一聲你那種動物的叫聲。每

‧腿上打了石膏的人 ‧穿高跟鞋的女人

種動物至少會有兩位小朋友。請大家找出和
你發出同樣動物叫聲的小朋友。當你找到扮

在孩子們繞著課室走的時候，選出一位

演和你一樣動物的小朋友時，請你們一起坐

將該種步伐模仿得很逼真的小朋友。重复

下。

進行數種不同的範例。將你在每種不同步

总結

伐時所選出的小朋友留在身邊；請其他的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份
的時間回答：你們容易找出與你們扮演同
樣動物的小朋友嗎？為什麼？你們認為上
帝為什麼要創造出不同的動物？（上帝喜
愛多樣化。）你們是如何看待在某些方面
與自己不同的人呢？你們認為上帝是如何看
待在某些方面與你們不同的人呢？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我們就
是在侍奉上帝了，而這正是祂所要我們做的
事。今天的信息告訴我們：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我
們就是在侍奉上帝。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B‧不同的步伐
告訴孩子們：當我發出訊號給你們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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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坐下。請被選出來的小朋友一一示
範他們所模仿的步伐。請其他小朋友猜出該
種步伐是哪種範例，並且解釋各範例為什麼
會以那種方式走路。

总結
告訴孩子們：人們的走路方式不同是有其
原因的。你們認為一位老人家為什麼慢慢地
走路？（怕跌倒、看不太清楚等等）給孩
子們充裕的時間回答，然後告訴大家：上
帝希望我們注意到人們特殊的需求，並且了
解他們。也許有一些事情是別人需要我們提
供幫助的。一條腿上打了石膏的人可能需要
哪些幫助？給孩子們充裕的時間回答。今
天的信息是：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我
們就是在侍奉上帝。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服

Any
Time

交

務

讚美和祈禱
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誼

分享孩子們之前在門口時向你述說的喜樂及哀傷（開心(煩惱)之事）（如
果恰當的話）。複習上週的存心節，並且邀請孩子們利用這段時間彼此分
享。給所有來賓一個特別溫暖的歡迎及問候，並一一介紹其姓名。宣佈本週
壽星或特別事項報告。

頌

讚		

請選擇合適的詩歌。

聖

工

運用《兒童聖工消息》來進行。告訴孩子們：在世界各地，其他國家的人
們也在幫助別人。今天的聖工消息，是關於世界的另一個角落裡，幫助別人
的人的故事。

奉

獻

告訴孩子們：耶穌創造了我們，使我們每個人都不一樣。我 你需要：
們可以服侍祂的方法之一，就是奉獻我們的金錢，幫助那些與 □收捐袋
我們不同的人更加認識祂。

禱

告

發給每位小朋友一塊積木。邀請孩子們說出一個在某些方面
與他們不同的人的名字，然後將他們的積木疊上去，協力蓋起
一座塔。為他們所提到的人禱告。將他們蓋好的塔保留到下一

你需要：
□積木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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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你需要：
在故事開始之前，告訴孩
□聖經時代
的服飾（隨 子們：你們知道世界上的
人為什麼講著不同的語言
意）
嗎？一切都是由巴別塔開

很傷心。洪水之後，祂吩咐他們要分散開
來，居住到世界各地去，所以，上帝就採取
了一些行動。祂變亂了他們的語言。當人們
試圖彼此交談時，他們說出來的話都混亂
了。他們沒有辦法了解彼此的意思。

始的。今天，我們要來假裝你們年紀已經很

“我需要一些磚塊，”一個建築工人可能對

大，可以幫忙建塔了。

旁邊的人喊道。他的助手聽不懂他的話，

如果你選擇要讓孩子們穿上戲服，協助他們

可能對地面上的人喊道：“送一桶石漆上

穿上聖經時代的服飾。

來！”

將孩子們分成四組。孩子們要假裝與其他各

“好的！鏟子來了！”地面上的人可能如此

組合作，建造一座塔。每組指派一個字詞

回答。“我們馬上將幾把鏟子運上去！”

（如下）。當他們聽你說到他們那一組的字

當鏟子送到的時候，工頭的助手可就搞糊

詞時，他們要發出相應的聲音並且(或者)做

塗了。“我沒有要你們送鏟子上來呀，”他

出以下所描述的動作。故事開始的時候，所

吼道。“頭兒要的是石漆。你們聽不懂嗎？

有的小朋友都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大組。

石漆！那黑色的玩意兒！”然後他伸指戳進

字詞：動作：

了黑色的石漆。

鋤頭 以棍子輕敲空箱子或雙拳互擊。
磚塊 搖動裝有小石子或豆子的盒子或輕輕
地將兩塊磚（或兩塊石頭）互擊。
石漆 拍手或拿學課課本假裝是刷子“擦”
他們的椅子。
鏟子 大叫：“把鏟子遞過來！”並與旁邊
的小朋友輕撞手肘。

“哦，鋤頭啊，”搬運工人說道。“你
剛剛怎麼不說清楚呀！我們馬上就送鋤頭過
去。”搬運工人轉身跑去塔邊。他探出身子
對地面上的人喊道：“下面的人，快點，送
兩堆鋤頭上來！”
當鋤頭送上來的時候，搬運工人將鏟子、
磚塊及石漆拋了下來。你們能夠想像出建築
工人有多麼不高興嗎？每個人一定都會覺得

說故事

其他人瘋了。很快地，所有的工人吵成一

很久以前，有一些人認為他們需要建造一座

團。

可以直達天際的塔，所以他們製作了一些磚

“可是我告訴你要磚塊！”

塊。他們用大桶子收集石漆。他們將所有自

“沒有哇，你說的是石漆！”

己能夠找得到的鋤頭收集在一起，並且要求

“才不是！”

每個人帶一把鏟子到建築工地去。然後他們
就開始動工了！
上帝看見了他們的所作所為，讓祂感到

12

“就是！我親耳聽到的。你說的是石
漆！”
“我以為他說的是鏟子！”

服

務

“不對，我聽見他說鋤頭！”

等。）當人們不了解彼此的時候，你認為

最後，他們搞清楚了。他們所指石漆的意

自己應該怎麼做？（幫助他們、為他們提

思其實就是指將磚塊聚集一起。他們聚在一
起想下一步該怎麼辦。（被指派“石漆”的
孩子們聚成一組。）
“讓他們自己去建塔吧！”他們指著其他

供所需、對他們好。）
沒錯。讓我們記住今天的信息：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我
們就是在侍奉上帝。

人說道。“我們受不了了！在那堆磚塊上面
太擁擠了！翻過山，就有一座安靜、美好的
村莊。我們把家當收拾好，帶著家人去那裡
吧！”
很快地，所有鏟子組別的人聚到了一

存心節
預先在每塊紙“磚塊” 你需要：
上，寫下存心節中的一個 □聖經
字 詞 （ 神 ／ 不 ／ 偏 待 ／ □12塊紙做
的“磚塊”

起，也決定要離開。（“鏟子”小組走離大

人。／各國／中／的人

組。）接下來，所有鋤頭組別的人也聚集並

／都為／主所／悅納。／使徒行述／10：

作出相同決定。磚塊組別的人亦然。（孩子

34、35）。請務必包含章節出處。

們分組聚集，並且走開。）

翻開你的聖經到使徒行傳10：34、35，

因此，過了不久，所有的人都走光了。那

並將存心節大聲唸出來：“…神…不偏待

座塔成為他們所犯錯誤的巨型記號。當他們

人。…各國中…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找到新的居住地點時，他們就安頓了下來。

（使徒行傳10：34、35）

（孩子們按各小組坐在地板上。）
然後他們成為新的國家，各自有著不同的
語言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

將紙“磚塊”打散，並請孩子們嘗試
將它們正確的順序排列，然後將經文唸
出來。將一塊“磚塊”拿掉，再請孩子們

而上帝知道他們在哪裡。祂懂他們的語

讀或唸出經文。每次持續拿掉一塊“磚

言，也了解他們的需要。上帝仍然幫助每個

塊”，直到全部拿光，使孩子們將經文記

國家的人—即使他們與其他人不同。而且，

住為止。

（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我們就是
在侍奉上帝。

总結
在助手幫孩子們將戲服脫下來時（若有使

亦可將“磚塊”打散數次，並請孩子們
將它們正確的順序排列，直到他們將經文
記住為止。
或是在你進行經文教學時，運用以下的
動作：

用的話），問：你們覺得，當那些人再也無

神		

向上指

法了解彼此所說的話時，他們有什麼感覺？

不		

搖頭

（困擾、迷惑、不高興、不知道該怎麼辦…

偏待人

向孩子們招手

等等。）當你聽不懂別人對你所說的話時，

各國中的人

依次指向幾位小友

你會有什麼感覺？（不確定、不開心…等

都為主所悅納。

敞開雙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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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行傳10：34、35

將手掌合起，再打

開

上）。
解釋給孩子們聽：那些人是挪亞的親戚—
可能是他的孫子或曾孫們。上帝要他們做什

聖經研究

你需要：
協助孩子們翻到創世記9： □聖經

麼？（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他們有沒有
按照上帝的吩咐去做？（沒有。他們有生養

1。請一位小朋友將這個章節

眾多，但是全部都居留在同一個地方。）上

大聲唸出來。問：在洪水之後，上帝吩咐挪

帝對此採取了什麼行動？（變亂他們的口

亞和他的家人做些什麼事？（生養眾多、遍

音，使他們區分成不同的群組，並且彼此分

滿各地）

散。）而這就是我們現今有這麼多不同的國

協助孩子們翻到創世記11：1-9。請孩子

家和語言的原因。但是上帝愛世界上所有的

們在你（或其他人）唸出這個章節時跟著

人，祂仍然希望我們彼此合作、互相幫助。

讀。將整個章節唸完，然後問：

（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我
們就是在侍奉上帝。

那些人為什麼要建一座塔？（要傳揚他們
自己的名；保護自己；免得他們分散在全地

課程應用
塔之力
你需要：
□量尺或卷
尺
□積木紙杯
泡沬碗或
塑料杯
碗、空面
紙盒或鞋
盒等“建
築材料”

总結

將孩子們分成小組，每組

問：當你們在不能講話的情況下蓋塔時，

少於四人。告訴大家：你們

發生了什麼事？（搞不清楚彼此的意思；困

拿到材料以後，各組會有四

惑；很難彼此幫忙。）當你們無法明白彼此

分鐘的時間來建造一座塔，

的意思時，你們有什麼感覺？（不喜歡這

蓋得越高越好。你們不可以

樣；挫折；困惑；不確定…等等。）這讓我

講話，但是可以發出其他的

們學到什麼關於與我們不同的人的事情？

聲音。記住，不可以講話！

（他們可能因我們感到很挫折；沒有辦法彼

將材料發下去。

此完全了解；需要找出一種能夠溝通的方

時間結束時，以大肆宣揚

式…等等。）上帝希望我們在這一個星期

的態度測量他們所蓋的塔，

裡，如何對待與我們不同的人呢？給孩子

並為每一組的小朋友鼓掌。

們充份的時間回答，然後一起說出今天的信
息：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我
們就是在侍奉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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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分享
群抱
（群抱就是一群人擁抱在一起。）

覺。被排除在外的感覺可不好玩。請大家

請孩子們聚成一個大組或分成幾個小

花一分鐘的時間，想一想有沒有你們認識

組，圍成一圈並且手牽手。
請加入他們所圍的圓圈，然後告訴他
們：我等一下會數到三。等我數到三的時

的人，可能會覺得被排除在外的？你們可
以做些什麼事，讓他們覺得自己有歸屬感
（被接納）？

候，請大家向圓心走一步。準備好了嗎？

請孩子們與一位伙伴分享他們的想法。

一、二、三！現在請你們將手搭在你兩邊的

然後邀請三位小朋友與全班分享他們的主

人的肩膀上，然後再向圓心走一步。一、

意。鼓勵孩子們在接下來的一週中，將這

二、三。

些主意付諸實行，幫助他們今天所想到的

持續進行，直到每個人都緊緊擠在一

人。

起，形成“群抱”為止。然後請孩子們向後

結束

挪回原位或坐下。

总結
問：你們覺得“群抱”的感覺怎麼樣？
（無聊的、還好、喜歡、不喜歡…等等。）

以禱告作為結束，祈求上帝在孩子們嘗
試使他人感到被接納時幫助他們。
提醒孩子們每天使用他們的學課，並且
進行每日的活動。

我很喜歡大家讓我加入到圈子裡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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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第一課‧學生本

第一座摩天大樓
經文
創世記11：1-9；參考資料
《先祖與先知》第91-97頁

存心節
“…神…不偏待人。…各國中…的人都為主所
悅納。”使徒行述10：34、35

信息
當我們幫助與自己不同的人時，我們就是在侍
奉上帝。

你是否曾經看過建築工人建造一棟很
高的建築物？或者，你是否曾經乘搭
電梯，上到一座高樓的頂樓？很久以
前，有一些人試圖建造一座直達天際
的塔。但是，上帝卻有別的計劃。
在很久以前，上帝創造
了世界之後，每個人都說
著同樣的語言。他們對自
己擁有的東西或所做的事
情，都有著相同的稱呼。
無論他們居住在哪裡，或
是搬遷到哪裡，他們都能
夠彼此交談，並且聽得懂對方所說的話。
洪水之後，人們和睦融洽地居住在一起。
然後，有些人開始忘了上帝為他們所做的一
切。他們不喜歡與那些侍奉上帝的人比鄰而
居。那些不敬神的人決定要去住在美麗的示
拿平原上。
時光流逝，示拿地的人們開始認為自己所
知道的比任何人都多，甚至比上帝還多。他
們覺得自己是無所不能的。
有一天，有人說：“讓我們來蓋一座塔。
我們要用磚塊來建造，我們要將磚塊烘到非
常堅硬為止。我們用烘好的磚來蓋塔，讓塔
頂高聳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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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來建一座堅固的城池給自己居
住。”另外一些人說。
還有人說：“人們會來參觀我們的塔，我
們就會變得很有名。我們將能永遠居住在我
們的城池裡。”
所以人們開始收集他們所需要的建築材
料。有的人將泥漿與麥桿混在一起，塑造成
磚塊的形狀，有的人收集石漆，好將磚塊固
定在一起，然後他們就開始建塔了。
人們整天辛苦工作。磚塊及石漆從一個個
工人手上傳遞，直達最頂層的砌磚者手中。
很快地，塔越蓋越高了。人們覺得自己非常
聰明。上帝看著他們建造，祂不太高興。在
創造世界時，祂吩咐亞當和夏娃：“你們
要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但是這些人並沒
有遍滿全地。他們全都擠在一座城池中。上
帝要如何阻止他們呢？祂要怎麼讓他們去寧
靜、安全的地方定居呢？
上帝說：“這些人自私又頑固。如果讓他
們繼續如此下去，會造成重大的傷害，他們
會彼此傷害的。”
但是，即使人們違背了上帝，祂卻不曾停
止關心他們。每個人對祂來說仍然都是特別
的。而由於上帝是如此的愛他們，祂制訂了
一項計劃，協助他們做對的事。祂讓人們用
不同的字眼來稱呼同樣的東西。祂將他們統
一的語言，變成許多種不同的語言。
“我需要更多磚塊，”一個工人可能喊
道。他的助手聽不懂他的話，可能對地面上
的人喊道：“傳一桶石漆上來。”
“鏟子來了！”地面上的人可能回應道。
“我們正送鏟子上去！”
你能夠想像得到，當鏟子傳到最頂層的工
人手上時，他有多麼生氣嗎？
不久以後，所有的工人開始爭吵和打架。他
們沒辦法將他們的塔完工了。事實上，他們無
法彼此和睦相處，再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中。
因此，正如上帝所計劃的，有些人搬到了
東方，有些人遷至了西方。有的人往北走，

服

有的人往南去。他們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他
們一族一族的住在一起，享用著上帝持續賜
予他們的美好事物。

親子時間
安息日
•如果可能的話，與一位家人一起到一棟
很高的建築物旁邊。找一個安靜的角
落，一同閱讀本課的聖經故事。想像自
己正仰視著巴別塔。一同唸出本週的存
心節（使徒行傳10：34、35）。

星期天
•在你的聖經中，翻到創世記11：1-9，
讀一讀關於巴別塔的故事。如果那些人
全部都被允許繼續居住在塔中，可能會
產生哪些食物、水源、衛生及日常生活
的問題？
•瀏覽報紙或雜誌，並將高大建築物的圖
片剪下來。把這些圖片貼在一張大紙的
底部。將這張紙留待明天使用。
•唸你的存心節給兩位大人聽。

星期一
•請一位家人讀出使徒行傳17：26。以
你自己的話說出這個章節的意思。告訴
一位大人，如果有人在你面前說另一種
語言，你可能會有什麼感受？
•瀏覽報紙或雜誌，並將看起來可能與你
說不同語言的人的圖片剪下來。把這些
圖片貼在你昨天開始製作的貼圖紙張
上。將你做好的貼圖展示給家人看，並
且向他們講解和敘述你貼圖的意思。

星期二
•想像巴別塔的樣子。將巴別塔的圖案剪
開成12張，（神／不／偏待／人。／
各國／中／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使徒行傳／10：34、35）將一個字
詞寫在一張巴別塔的圖案上。把圖案打
散，再順序排好。保留作品。
•與一位家人一起閱讀以賽亞書58：
10。說一說這個章節的意思，然後在你

務

“神不偏待人。”（使徒行傳10：
34）。祂喜愛並幫助每個人！

們的社區中走一走，想出你們社區中的
人會需要哪些東西，與家人共同決定你
們能夠如何滿足其中一項需求。請求上
帝幫助你在這一個星期中實行它。

星期三
•在考慮你們的社區助人計劃時，唱出、
哼出、演奏出或者聆聽“我們是祂的雙
手（We Are His Hands）”。
•運用你的存心節圖案，對你的家人說出
你的存心節。
•找一些空箱子、積木或紙盒，蓋一座
塔。你能夠蓋多高，而不讓它倒下來？
當你完工時，量量它有多高。與一位家
人一同閱讀創世記11：4。那些建塔者
計劃要將他們的塔蓋得多高？

星期四
•在聖經中，還有哪些其他時刻，人們突
然開始講不同的語言？讀一讀使徒行傳
2：4。請一位大人向你解釋這個章節。
•嘗試以至少一種外語打招呼。
•至少對兩個人唸出你的存心節。

星期五
•在靈修時，玩一玩關於巴別塔聖經故事
的比手畫腳猜字遊戲。說出你的存心
節。
•請一位家人讀出或講述在一個與你們說
不同語言的國家中，一位佈道士所發生
的故事。
•一同讀出約翰一書4：8。與你的家人一
起想一想，你們如何能夠向與你說不同
語言的人，講述耶穌及祂的愛。你們如
何能夠不使用任何言語，說出“耶穌愛
你”？
•說說看，你們在這個星期中幫助別人，
讓你們有什麼感受？一起唱一首關於上
帝之愛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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