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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漫長的路途

漫長的路途
本月主題：
經文
創世記12：1-7
；參考資料《先祖與先
知》第7章

上帝賜給我們服侍的技能。

故事大綱
上帝對亞伯拉罕說話，吩咐他離開他的家鄉吾珥，並且搬
遷至上帝帶領他去的地方。上帝應許要賜給亞伯拉罕許多子
孫後裔。亞伯拉罕聽從了上帝。他要他的僕人收拾好他們全
部的財產，聚集所有的牲口，然後開始了漫長的旅程。上帝

存心節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
為我們去呢？’我說：
‘我在這裡，請差遣
我！’”以賽亞書6：8

帶領他們去到應許之地，迦南地。亞伯拉罕以石頭建造了一
座祭壇，並且敬拜上帝。

這是關於服務的教導
亞伯拉罕願意前往上帝要祂去的地方，即使那代表著離開家
鄉並且長途跋涉。有時候我們覺得侍奉上帝有諸多不便。但是
當我們聽從上帝的聲音，並且遵從祂的要求時，祂將會賜福給
我們。當孩童們學習透過聖經、自然界，以及關心他們，引導
他們的成年人聽從上帝時，他們就能夠聽見祂的聲音。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當上帝呼召他們去侍

教師補充材料
在亞伯拉罕生活的時代，吾珥是美索不達米亞的首府，是

奉祂時，他們需要聽從。

當時最大的貿易商城（根據考古學家所言）。從吾珥前往埃

服侍工作做好預備。

及的距離大約為900英哩（1269公里）。亞伯拉罕無法橫

感受願意去上帝呼召他們
的地方侍奉。

越沙漠，他必須沿著有水源的途徑行走。他往西北的方向前

回應參與一項簡單的侍奉

進，沿著幼發拉底河或底格里斯河走到哈蘭，然後再向西南

活動。

方，沿著奧龍特斯河及約旦河前往示劍城。這代表著亞伯拉
罕自吾珥至示劍，跋涉了大約1300英哩（1820公里）。
示劍地的摩利橡樹是一個著名的地標。在那個年代的巴勒

信息
當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
時，我會聽從祂。

斯坦有許多樹木都被認為是神聖的，而這棵大橡樹就是其中
之一。這棵樹是古閃米特人敬拜的對象及地點。
進行這項旅程的陣容相當龐大。亞伯拉罕至少擁有318名
男性僕人（請參見創世記14：14）。

教室佈置
請參見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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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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

活

所需材料

聆聽他們開心／煩惱的事情
A．我聽不到你的聲音

無

B．盲人走路

眼罩

交誼

無

頌讚

歌本

＜10分鐘 聖工

＜20分鐘

動

在門口歡迎學童，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

收捐袋

禱告

積木

體驗故事

成年男士、聖經時代的成
人服飾、搭帳篷用的材料

存心節

10張腳印形狀的紙片

聖經研究

聖經

＜15分鐘 聆聽與侍奉

紙條、筆或鉛筆

＜15分鐘 鄰里大掃除

紙屑、垃圾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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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所以你們要仔細聽你們嚮導的指示。

A‧我聽不到你的聲音

嚮導們不能觸踫到“盲人”，只能告訴他們

將孩子們分成兩人一組。告訴他們：當我

該往哪裡走。讓幾組小朋友同時穿越課室。

發出訊號的時候，我要你們用手指塞住自己

重复進行，直到每位小朋友都有機會當“盲

的耳朵，並且想像自己是聾子。然後對你的

人”為止。

伙伴說幾句話，看看他們能不能了解你的意

总結
問：需要依賴別人帶領你們的感覺是什

思。讓每個小朋友輪幾次。

麼？（很好、沒有把握、害怕。）要聽見指

总結
問：了解對方的意思容不容易呢？為什

示容易嗎？（很混亂，因為好幾個人同時在

麼？你們曾否試過在媽媽或爸爸叫你們時，

講話；很容易、很困難等等。）在今天的學

你們卻沒有聽見呢？為什麼？（忙著做某件

課中，我們會學到關於一位聽從上帝呼召的

事情、隔得太遠、不想聽見。）有的時候，

人的事情。上帝仍然在呼召人們去侍奉祂。

當上帝對我們說話時，我們也在忙著做其他

我們也願意侍奉祂。今天的信息是：

的事，以致沒有聽見祂的聲音。今天，我們
要學到關於一位聽從上帝呼召的人的事情。
上帝仍然在呼召人們去侍奉祂。我們也要侍
奉祂。今天的信息是：

當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時，我會聽
從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B．盲人走路
將孩子們分成兩人一組。

你需要：

讓每組中的一位小朋友戴上眼 □眼罩
罩。然後把椅子散佈在課室各
處。告訴他們：沒有戴眼罩的小朋友，要帶
領你們的伙伴穿越課室。戴眼罩的小朋友，
你們的伙伴會帶領你們。椅子已經被搬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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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時，我會聽
從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服

Any
Time

交

讚美和祈禱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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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花一點時間聽聽孩子們對上週學課
的學習心得。歡迎及問候來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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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訴孩子們：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們也在幫助別人。今天我們會聽到關於
居住在一個遙遠地方的人的事情。講一個兒童聖工消息裡的故事。

捐

獻

使用你上週所使用的收捐袋。告訴孩子們：當我們奉獻自己的捐款時，我
們就是在幫助那些侍奉上帝，並且向他人傳講上帝之愛的人。

祈

禱

繼續進行上週開工的建築工程。發給每位小朋友一塊積木。 你需要：
鼓勵他們在建造時，記念到在別的國家侍奉上帝的佈道士。為 □積木
那些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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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隱藏的聲音] ：“亞伯拉罕，你離開吾珥的

體驗故事
場景佈置

時候到了。我為你預備了一個更好的地方。我

請 “ 亞 伯 拉 罕 ” 穿 上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服飾，準備講 □成年男士

將會賜福予你，你會多子多孫、後裔繁盛。你
將被賜福，而你的家族將成為一個大國。”

這個故事。請一位成人躲 □聖經時代的

我不知道上帝[向上指] 為什麼叫我離開我

成人服飾
□躲起來的成
人
□搭帳篷用的
材料

的家鄉，前往一個祂要指引我去的地方。吾

起來，準備大聲唸出上帝
所說的話。請孩子們在亞
伯拉罕講述他的旅程時，
假裝自己正與他一同跋涉

珥距離我現在所居住的地方，需要穿越沙
漠數百英哩。我信靠上帝[向上指] 。在我聽
見[將手放在耳朵後面] 祂所說的話時，我感

行走。（亞伯拉罕要帶著

到越來越興奮，所以我跑去告訴我的妻子撒

大家繞著課室走，最後在他的帳篷前停下

萊，以及我們的僕人們，要他們開始收拾東

來。）說明下列動作：

西。

當你說到：

他們要做：

我們很難相信自己的後裔將成為大國。當

聆聽、聽見、聽從 將手放在耳朵後面。

時撒萊和我根本沒有孩子。我們已經超過生

禱告

雙手合起，做出禱告的

育的年齡了。我們只能信靠上帝[向上指] 的

樣子。

話。

上帝、朋友

向上指。

我的姪兒羅得決定與我們一起走。我們所
有的僕人都要做好準備。我們也需要為一大

說故事
我的名字叫做亞伯拉罕。上帝[向上指] 是

群的綿羊和山羊做好打算，我們最後終於準
備好了，就動身啟程上路。

我最好的朋友[向上指] 。我住在那邊摩利大

穿越沙漠是最快的捷徑，但是沙漠中既沒

橡樹下的帳篷裡。我每天都到我建的祭壇那

有食物也沒有水源。那是一段炎熱又乾燥的

兒禱告[雙手合起，做出禱告的樣子] 。我把

旅途。我們的車隊冗長而緩慢。我們本來試

每一件讓我高興和讓我難過的事情都告訴上

圖直接橫越沙漠，但是上帝[向上指] 知道我

帝[向上指] 。我仔細的聆聽[將手放在耳朵後

們需要水源，因此祂帶領我們走過一個個有

面] ，而上帝[向上指] 总會告訴我該怎麼辦。

水的地方，直到我們抵達此處。

我希望你們也有每天禱告[雙手合起，做出

當我們到達這塊叫做示劍的土地時，迦南

禱告的樣子] 。上帝[向上指] 想要成為你們

人居住在這裡。我們在那片森林旁邊安營。

最好的朋友[向上指]。

我所做的首件事，就是為上帝[向上指] 建造

我並不是一直都住在這裡的。我以前居住

了一座祭壇。我時常在那兒為自己、家人、

在沙漠的另一邊，一個叫做吾珥的地方。有

僕人們，以及迦南地的人們禱告[雙手合

一天，上帝[向上指]對我說：

起，做出禱告的樣子] 。就在這裡，上帝[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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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指]再次對我說話。

[隱藏的聲音] ：“亞伯拉罕，看看你的四
周。我要將這塊地賜給你和你的後裔。”
我們四面看了看，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地

務

存心節
預先將存心節如以下

你需要：

所 示 ， 分 為 1 0 個 小 段 □10張大腳印
落，每個段落寫在一張腳
形狀的紙

方，不是嗎？但是在森林的深處，有著迦南

印形狀的紙上。將腳印紙

人所拜的偶像。這些偶像讓我感到很難過。

打散，請孩子們把它們正確的順序排好，並

他們既聽不到人們的祈求，又不能幫助居住

將經文唸出來。再次將腳印紙打散，重复進

在這裡的人。上帝[向上指] 是唯一一位會傾

行，直到孩子們記住經文為止。

聽我們禱告[雙手合起，做出禱告的樣子] 的

我又聽見

神。我只聽從[將手放在耳朵後面]祂的話。

主的聲音說：

祂帶領我們安全抵達這裡，我知道我可以永

“我可以

遠信靠祂。

差遣誰呢？

在你們禱告[雙手合起，做出禱告的樣子]

誰肯

的時候，上帝[向上指] 會讓你們知道該怎麼

為我們去呢？”

辦。當你們跪在上帝[向上指] 面前時，應當

我說：

聽從[將手放在耳朵後面] 祂對你們所說的

“我在這裡，

話。祂樂意隨時帶領你們。祂也希望成為你

請差遣我！”

們最好的朋友[向上指]。

以賽亞書6：8

总結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份

聖經研究

的時間回答：你們覺得當上帝吩咐亞伯拉罕

協助孩子們在他們的聖經

離開吾珥城時，他有什麼感受？（興奮、

中，翻到創世記12：1-7。請

恐懼、熱切、躍躍欲試）如果你是亞伯拉

一位閱讀能力佳的小朋友將經

罕，你會有什麼感受？亞伯拉罕為什麼能夠

文唸給大家聽。請另一位小朋友翻到希伯來

聽見上帝對他說話？（他每天禱告；他請求

書11：8-12，並唸出來。

上帝帶領他；當他禱告時，他聆聽上帝的聲

总結

音。）如果你願意聽上帝的話，請舉起你的

問孩子們下列問題：

手來。我們要怎麼樣才能聽到上帝對我們說

1.亞伯拉罕旅程的起點是哪個城市？（吾

話？（時常禱告；保持敞開的心靈，以迎接

你需要：
□聖經

珥。）

祂所賜下的意念；研讀祂的話語，也就是聖

2.我們如何稱呼上帝應許賜給亞伯拉罕的

經；聽我們牧師所說的話…等等。）如果你

國土？（迦南地[如今的以色列]、應許之

們真心願意，請與我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時，我會聽
從祂。

地。）
3. 有哪些人與亞伯拉罕一起走？（亞伯拉罕
的妻子撒萊、他的僕人們及其家眷、亞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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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罕所有的牲口、他的父親他拉、他的姪
兒羅得及其所有的牲口。）
4. 他們為什麼沒有直接從最短的捷徑前往迦
南？（因為上帝帶領他們行經能夠找到水
源的路線。）
5. 上帝是否有實現祂對亞伯拉罕的應許？請
唸出談到這件事情的聖經章節。（有。希

伯來書11：12。）
6. 亞伯拉罕做了哪些事，是上帝要我們去做
的？（聆聽並遵從祂的話。）
7. 當上帝要求你侍奉祂時，你會怎麼做？
讓我們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時，我會聽
從祂。
		

課程應用
動物時，我們就是在侍奉上

聆聽與侍奉

你需要：
預先將下列聲音寫在
□紙條
紙條上，每張紙條寫一種
□筆或鉛筆
聲音。以下提供一些可能

帝。
救護車聲或警車聲 我正差遣人去幫助你。
當我們幫助受傷的人

的回應，盼能有助於你進行這段活動的教

時，我們就是在侍奉上

學。

帝。

告訴孩子們：在亞伯拉罕禱告時，他聆

嬰兒或孩童的哭聲 有人需要幫助或安慰。

聽並等待上帝回答他的禱告。讓我們一起

找一位成人來幫助這個

來聆聽一些聲音，並且看看上帝透過這些

嬰兒或孩童。

聲音，可能在對我們說些什麼。

當我們安慰 (幫助) 幼小

將紙條發給義工，請他們發出紙條上所

的時候，我們就是在侍

寫的聲音，一次一種。每發完一種聲音，
問：這種聲音如何提醒我們侍奉上帝？
聲音：

奉上帝。
父母親說：“刷牙囉！” 馬上去刷牙。

可能來自上帝的信息：

上帝要我聽父母

鳥叫聲 我愛你，我看顧你。
雨聲

親的話。

你可以幫忙照顧我所創造事物。

當我們照顧自己

我照顧你的需求。

的身體時，我們

流水聲 農作物會生長，你會有糧食。

就是在侍奉上

我們可以借著與有需要的人分享食
物，來服務他人。
貓叫或狗叫聲 我將寵物賜給你，因為我愛

24

帝。

总結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

你。

時間回答：我們怎麼知道上帝是否正在透過

我希望你喜愛動物。

某個聲音對我們說話？（我們正在學著“聽

當我們照顧上帝所創造的

見”上帝在聖經中的聲音。上帝在聖經中的

服

聲音是真實的。）協助孩子們說出存心節：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
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
裡，請差遣我！’”

務

問：當上帝呼召你們的時候，你們會怎麼
做？讓我們再次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時，我會聽
從祂。

分享
鄰里大掃除

你需要：
□紙屑
後排列站好，每位之間相距一
□垃圾袋
臂之距。請他們跟著你繞課室
征求幾位義工，請他們前

需要完成的事情時，你們會怎麼做？讓我們
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走。在你繞行的時候，將你手上拿著的紙屑

當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時，我會聽
從祂。
結束

丟到地上（一次一張），不要作任何解釋。

以禱告作結尾，請求上帝在孩子們聆聽祂

那些“聽到”這個訊息的人會把紙屑撿起

的聲音，告訴他們如何侍奉祂，並為他人服

來。

務的時候幫助他們。祈求孩子們時時敞開心

停下來，問：（孩子的名字）為什麼把我

懷，聆聽在聖經中上帝的“聲音”，也會隨

丟掉的紙屑撿起來？當我們將紙屑或其他東

時作好準備，遵從祂的呼召去為他人服務。

西丟在地上，又不把它們撿起來的時候，會
造成什麼情形？（會破環環境；製造髒亂；
看起來不美觀。）讓我們現在來改善這個情
形。接下來的五分鐘裡，我們一起來拿著垃
圾袋，到外面去把我們找得到的垃圾都撿起
來。
帶領孩子們到教堂四周、停車場等地方走
一走，將所有垃圾撿起來。回課室進行总
結。

总結
在你問下列問題時，給孩子們充分的時
間回答：你們有沒有找到很多垃圾呀？剛剛
在外面的時候，我們是如何侍奉上帝的呢？
為什麼我們應當保持教堂四周的整潔？你們
比較可以注意到人們在哪些地方丟棄的東
西？（道路兩旁、公園、操場上、家附近等
等。）在這一個星期中，當上帝讓你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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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學生本

漫長的路途

打消了生養孩子的念頭。然而，亞伯拉罕及

經文

財產。亞伯拉罕的僕人們將所有的帳篷拆卸

創世記12：1-7；參考資料

下來，並且將它們疊好。離開的時候到了。

《先祖與先知》第98-105頁

撒萊選擇遵從上帝的話。他們收拾好所有的

亞伯拉罕召集所有要跟他們一起走的人。

存心節

亞伯拉罕的姪兒羅得加入了他們，所有在亞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

伯拉罕家中工作的人，以及被亞伯拉罕教導

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

要敬拜上帝的人都準備好要一起走。他們把

遣我！’”以賽亞書6：8

家當和行李放在他們的驢子及駱駝背上。他

信息

們穿上自己最好的鞋，開始了他們漫長的旅

當上帝呼召我去侍奉祂時，我會聽從祂。

“我不想搬家。”坦答抱怨著。
“我也不想。”哲區回應道。“老
爸說他覺得上帝要他接下這份新工
作。我懷疑他怎麼知道上帝要他做什
麼？”
“我們去問他。”坦答提議。
“老爸，我們要問你一件事，”哲區
扯著他父親的襯衫，小聲
地說道。“你怎麼能夠確
定上帝要我們搬家？”
“當上帝叫亞伯拉罕搬家
時，別人大概也是問他同
樣的問題，”父親說道。
“讓我講一個故事給你們
聽。”
亞伯拉罕與上帝非常親近。

程。
日復一日，父親、母親及孩子們走在沙塵
彌漫的路上，白天非常的炎熱，沙塵讓他們
口乾舌燥。幼童累了，開始哭泣，但是他們
仍然繼續前進。
最後，他們的車隊終於抵達了迦南地，但
是亞伯拉罕、撒萊、他們的僕人、他們的驢
子，以及他們的駱駝還在往前
走。他們什麼時候才能停下來？
上帝到底要帶領他們到哪裡去？
在示劍，一個有許多迦南人
居住的地方，有一片被稱為摩
利大橡樹的森林。當亞伯拉罕抵
達摩利森林的時候，他呼喚他
的僕人們：“停下來！在這裡安

他每天都向上帝禱告很多次。他要做上帝吩

營！”在僕人們準備安營時，上帝顯現，並

咐他的事情。有一天，上帝對亞伯拉罕說：

且對亞伯拉罕說話。“亞伯拉罕，看看你的

“亞伯拉罕，你離開吾珥的時候到了。你必

四周。”上帝說：“我要將這塊地賜給你和

須離開你所有的朋友們，前往我指引你去的

你的家族。”

地方。”亞伯拉罕想必目瞪口呆。上帝為什
麼要他離開他的家鄉，前往別處生活呢？

亞伯拉罕四周看了看。他看見一片寬闊、
綠草如茵的山谷，有著柔和起伏的小山丘。

上帝繼續說道：“亞伯拉罕，我將賜福予

他看到橄欖樹、無花果樹，以及春天的泉水

你。我將賜給你兒子、孫子，以及曾孫。你

遍佈各處，但是亞伯拉罕想到一件事，讓他

的家族將成長繁盛，成為一個大國。你會被

非常的難過。在樹林間，他看到用來拜偶像

大大的賜福。”這下子可必然讓亞伯拉罕驚

的祭壇。亞伯拉罕馬上收集石塊，建造了一

疑不定了，因為他和他的妻子撒萊連一個孩

座祭壇，他要敬拜上帝，並且感謝祂在他們

子都沒有。他們年紀已經很大了，甚至已經

的旅途中與他們同在。他想要告訴上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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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願意前往上帝要他去的任何地方。他願意做

祂的話，也就是聖經，對我們說話。媽媽

上帝要他做的任何事。

和我都很樂意前往上帝差遣我們去的地方

“所以，”父親告訴哲區和坦答：“我

侍奉，而當我們願意時，上帝就會讓我們

們必須願意聆聽上帝的聲音正如亞伯拉罕一

知道祂要我們怎麼做。祂賜給我們了解的

般。上帝直接對亞伯拉罕說話。祂如今透過

能力，並且幫助我們從心裡知道祂希望我
們做些什麼事。”

親子時間
•與你的家人一起找一個安靜的地方，聆聽
四周的聲音。你們聽到了哪些聲音？請將
它們列下來。
•一同閱讀並討論本課的聖經故事。這個故
事對你們家來說有什麼意義？然後再一起
唸出存心節，並且討論它。禱告祈求上帝
幫助你時時聆聽祂的聲音。

故事。在今天的靈修中，展示這些圖畫並
講述這個故事。問：上帝賜給亞伯拉罕什
麼應許？上帝如何實現祂的應許？上帝賜
給我們家哪些應許？
•製作一本小冊子，在每一頁上面寫下一些
你家人最喜愛的應許。感謝上帝實現祂的
應許。
•將你寫好存心節的腳印正確的順序排出
來，並且唸給你的家人聽。

星期天

星期三

•獨自在一個房間裡靜坐五分鐘。你聽到什
麼聲音？感謝上帝賜給你聽覺。
•做一張海報或書籤，上面寫：“當上帝呼
召我去侍奉祂時，我會聽從祂。”在今天
靈修時，拿給你的家人看。然後將它放在
一個你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的地方。一同
複習存心節。

•靈修時，問問你的家人：你怎麼知道上帝
在對你說話？你要怎麼聆聽祂的聲音？嘗
試以驚訝、高興、難過、生氣等不同語氣
說出“你好”。問：上帝是用怎麼樣的語
氣對我們說話？
•一同唸出存心節。感謝上帝每天都對你說
話。

星期一

星期四

•在今天的靈修中，翻到創世記12：1-7，
並且讀一讀關於亞伯拉罕及撒萊的故事。
•請你的家人講述一次他們必須搬家的經
驗。請他們講述一次他們相信上帝要他們
做某件事的經驗。
•將你的腳印畫在紙上，剪出10張腳印形
狀的紙，將存心節中的一小段寫在一張腳
印上（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
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以賽亞書6：8）。練習將它們正確的
順序排出來。請求上帝幫助你，讓你的雙
腳帶你到可以侍奉祂的地方。

•下次在你們全家一起吃飯時，試試看你們
可以多久不講話。你要怎麼請你家人傳遞
東西給你？當你對他們說話時，你的語氣
聽起來如何？
•將存心節唸給你的家人聽。告訴他們你認
為這個經文如何描述上帝。為說話能力這
份恩賜感謝上帝。

安息日

星期二
•製作亞伯拉罕被呼召與他旅程的連環圖畫

星期五
•在家庭靈修的時候，再次閱讀創世記
12：1-7。問：亞伯拉罕為什麼要建造一
座祭壇？我們如今是否需要家庭祭壇呢？
為什麼？
•為每位家人撿一塊石頭。請每位家人握著
石頭，講一次上帝看顧他們的經驗。然後
將石頭堆在地板上，禱告感謝上帝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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