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第六課‧上帝必定得勝！

上帝必定得勝！
本月主題：
經文
撒母耳記上13：16-22；
14：1-23；參考資料
《先祖與先知》第61-62
章

上帝的恩典對我們來說就是好消息。

故事大綱
一隊強大的非利士防軍，駐紮在密抹的隘口，要向以色列
尋仇及開戰。以色列士兵們很害怕，躲到了洞穴及窪坑裡。
約拿單以及為他拿兵器的侍從偷偷地爬到非利士軍隊的防營
中，突襲並打敗了非利士哨兵。地大震動，非利士軍隊非常

存心節
“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

驚恐。以色列人從躲藏之處出來，對非利士軍隊展開痛擊。
耶和華拯救了以色列。

乎人多人少。”撒母耳記
上14：6

這是關於恩典的教導
上帝熱切地想找到一個人，使他成為一個管道，以便將
祂所賜的福份沛降給世人。即使上帝的子民們充滿了恐懼
與不信，上帝仍然透過約拿單，拯救了整個不相信祂的國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恩典即是上帝愛的禮
物，祂從撒但的手中拯救
他們。
感受耶穌的拯救充滿信

家。上帝會將勝利賜給那些願意與祂合作的人。祂正等著
要如此施行。

教師補充材料
以色列大祭司亞希亞祭司，是以利的孫子，身穿配有

心。

烏陵和土明的以弗得，也在掃羅的軍隊中。掃羅說：停手

回應相信並感謝上帝拯救

吧！（撒母耳記上14：19）， “是命令大祭司不必使用

他們。

烏陵和土明了。大祭司每次都要將它們從以弗得袍上拿出
來，以便得知上帝的旨意…掃羅催促亞希亞快點完成這項

信息
上帝將勝利賜給我。

儀式，以得到上帝的回答，好讓自己趁著非利士軍隊當時
混亂的情況，趕快和他們爭戰。”《生活應用聖經》原文
451面）

教室佈置
請參見第五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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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歡

迎

時

間

持續

活

動

A．你爬得上去嗎？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聖經課程

＜10分鐘 B．跨越死亡深淵

分

享

大約6尺高的梯子、枕頭
用粉筆或膠帶在地上畫出6呎
（2公尺）長的直線

交誼

無

頌讚

為喜樂歌唱歌本

＜10分鐘 聖工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

和聖工地區有關的奉獻用品

禱告

無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成年人服飾

＜20分鐘 存心節
聖經研究

課程應用

所需材料

在門口歡迎學員，聆聽
他們開心／煩惱的事情

＜15分鐘 將功勞歸給上帝

聖經
聖經
黑板及粉筆；或佈告板及彩色
筆、小沙包、椅子或高凳子

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止 美工材料、為每位小朋友準
＜15分鐘 上帝
備圖畫紙或氣球、簽字筆或原
子筆、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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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門口一一歡迎孩子。問問他們這個星期過得如何：他們有什麼開心(煩惱)的事情。問問他
們有沒有什麼關於上一課中“每日活動”的體驗想要與大家分享。讓孩子開始進行你所選
擇的預備活動。

預備活動
選擇最適合實際情況的活動。

A．你爬得上去嗎？
請 一 位 成 年 人 站 在 梯 子 你需要：

出線外，就表示你已經掉下 你需要：
去了，你就要走回自己的隊 □在地板
後，然後再試一次。每次一

旁邊，鼓勵孩子們嘗試爬上 □大約6

人，兩組要同時進行。好，

尺（2公
尺）高的
你要因他們的努力而給予讚
梯子
賞，並且鼓勵他們在梯子上
□作為安全
面，放眼看看課室的四周，
墊的枕頭
然後才爬下來。

開始。（記分者要幫忙紀錄

梯子。當他們爬到頂端時，

总結

每一對成功跨越深淵的小朋
友。）

总結
請記分者宣佈獲勝的小朋
友，就是每組成功跨越深淵

或地面上
畫一條6
尺（2公
尺）長的
直線，每
6-8位小
朋友一條
線
□一位成年
人幫忙記
分
□一位成年
人協助監
督活動的
進行

問：爬上去容易，還是爬下來容易呢？為

的小朋友。問：在你們嘗試

什麼有的人覺得爬下來比較困難呢？在你往

跨越深淵時，你們有什麼感

上爬的時候，你會向上看，而且你知道下一

覺？當你們跨出線外時，你

級梯子很靠近了；在你向下爬的時候，你會

們有什麼感覺？（很沮喪、

一路往下看，因此感到害怕。信靠上帝就好

彷彿自己失敗了、影響到

像向上看一樣。我們可以在任何情況下都信

其他人等等。）如果你們成

靠上帝。今天的信息告訴我們：

功跨越了，應該將功勞歸給誰？（我的伙

上帝將勝利賜給我。

伴。）當我們陷入困境，或遭遇試探要做錯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事時，我們可以靠誰幫助我們？（上帝、耶
穌）大聲唸出撒母耳記上14：6。我們今天
的存心節告訴我們： “耶和華使人得勝，

B．跨越死亡深淵
將孩子們分為兩個6-8人的小組，兩組人
數要相同。請兩組列隊，分別站在地上畫好
的直線的各一端，面向直線。
告訴他們：假設在你們面前的這條直線，
是跨越死亡深淵的唯一路線，一旦失足，
就會跌落100尺下的水裡。如果你不小心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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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乎人多人少。”我們今天的信息提醒我
們，上帝总是幫助我們。今天的信息說：

上帝將勝利賜給我。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恩

Any
Time

交

讚美和祈禱

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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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或煩惱之事）（如
果恰當的話）。複習上週的存心節，並且給孩子們時間分享上週學課所學習
到的體驗。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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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生日的孩子姓名或特別事項報告。

頌

讚		

請選擇合適的詩歌。

聖

工

講一個《兒童聖工消息》的故事，強調尋求上帝，會如何改變人生。

奉

獻

使用一個做得像是盾牌或頭盔的收捐盒來收捐。提醒孩 你需要：
子們，捐款將被用來幫助耶穌在善惡戰爭中得勝。

禱

□盾牌或頭盔
形狀的收捐
盒

告

收集“代禱事項”之後，請孩子們以稍息姿勢站好，彷彿自己在軍隊中一
般。你開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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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
成年人服飾

體驗故事

在就走吧！當他們發現我們，叫我們站住，等

請你（或另一位成年

他們下來，我們就站住。但若他們說：“上來

人）穿著聖經時代的成年

到我們這邊，”我們就知道，這是耶和華要我

人服飾，以身臨其境並親

們得勝的兆頭了。

眼目睹的態度講這個故事。

他們慢慢地走進通往隘口的深峽中。到了隘
口，他們大膽地走出去，現身於非利士哨兵的

說故事
（急促地喘氣，彷彿自己是從戰場跑來似
的。）讚美上帝！我知道，我知道！你們聽說
了，在戰場前線，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視線。“看！”一個哨兵喊道。“那些希伯來
人從他們的洞裡爬出來了！”
另一個哨兵叫道：“你們上來，讓我們教訓
你們！”

是的，那是實情。我們的士兵們只是躲在

“這是兆頭了！”約拿單輕聲地說。“上帝

洞穴和水井裡。敵軍有數以千計的戰車，精良

已經將他們交在我們手裡了。”因此，他們兩

的軍隊，好像海邊的沙那麼多。每個人都有長

個人開始攀爬面前陡峭的山崖。當他們爬到崖

劍、矛槍。

頂時，約拿單就向前走〔向前踏幾步〕，迎著

我們的士兵沒有長劍、矛槍；只有掃羅和

敵人。為他拿武器的人跟在他後面。在這個狹

約拿單擁有武器。我們的士兵有的只是乾草叉

小的戰場上，有大約20個非利士哨兵等著要

和鐵鎚。大家都知道，光靠這些農具，是無法

攻擊他們。約拿單和那個軍官有很大的信心，

打贏的！因此，我們的士兵許多都躲起來。但

相信上帝必得勝，而上帝就幫助他們擊敗了那

是，掃羅王的兒子約拿單卻沒有躲起來。只有

些哨兵。

他一人相信，上帝能夠在爭戰中得勝。

在其他崖頂上觀看的哨兵看見這事，都驚

有一天，約拿單悄悄地對為他拿武器的人

慌失措起來。他們對下面非利士營裡的士兵們

說：“跟我來。”這個拿武器的人就是替約拿

叫嚷，全營都驚慌起來，連坐戰車的也驚慌起

單扛盾牌的軍官。他立即意識到約拿單會有一

來。他們全都急忙逃跑。他們開始互相推擠，

個秘密計劃。因此他迅速穿好軍裝，跟著約拿

還打起來。地大大震動，彷彿一支有著騎兵和

單走出營地。沒有人知道這事。

戰車的大軍正往這裡開來。約拿單和非利士人

約拿單向他解釋自己的計劃：“如果我們穿

都知道，上帝正在幫助以色列人。

越山間的隘口，就可以到達非利士人的哨崗。

當掃羅王及他的600名士兵到達現場時，約

上帝會讓我們穿過那些哨兵，並且將勝利賜給

拿單與為他拿武器的人都站在那裡，看著非利

我們。祂可以使用整團軍隊或只是我們兩人，

士人跳跑。以色列士兵知道，這是充滿恩典的

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止上帝拯救我們。”

一天。他們說：“在這一天，耶和華拯救了我

“你來帶路，”這位軍官說道，“我就跟在
你後面。”
約拿單一邊向隘口走去，一邊說：“我們現

62

們。”
約拿單與為他拿武器的人都同意耶和華贏了
一場偉大的仗。“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人

恩

多人少。”（撒母耳記上14：6）。
告訴孩子：至於我，我願意記住這聖經章
節，以致將來我要面對敵人時，我仍然記住。
你們呢？請和我一起背誦這段經文吧。

典

載的這個故事。請一位小朋友唸出13-15節。
問： “戰兢”是什麼意思？（非常恐懼、感
到驚恐、極度害怕）
現在讓我們再讀一次第15節，看看非利士
軍隊為什麼會戰兢。是誰使他們戰兢？（上

总結
問：約拿單有可能靠自己打勝仗嗎？（不

帝）當非利士軍隊開始戰兢的時候，發生了

可能）上帝想要幫助以色列人嗎？（是的。祂

什麼事？讓我們一起來讀一讀20-22節，找

要祂的子民們不再懼怕。）什麼人或事是你的

出答案。（非利士軍隊逃跑，而以色列人民

仇敵？（恐懼、撒但、罪、試探、壞習慣等

得救了。）是誰為以色列人民贏取勝利的？

等。）上帝希望你們的仇敵得勝嗎？（不希

（上帝）

望）上帝总 是幫助我們戰勝罪惡。讓我們記

总結
問：有任何事物能夠阻止上帝幫助我們

取今天的信息：

嗎？（沒有）我們的存心節告訴我們什麼

上帝將勝利賜給我。

事？一起唸出或背出存心節。 “耶和華使人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得勝，不在乎人多人少。”
上帝拯救我們，因為祂愛我們。有任何事

存心節

物能夠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嗎？讓我們一

協助孩子們找到並閱讀今天的 你需要：
存心節：撒母耳記上14：6。運 □聖經
用下列動作教導他們背誦。重复

起來讀一讀羅馬書8：38，找出答案。（沒有
任何事物能夠使我們與上帝的愛隔絕。）我
們可以確信，上帝永遠站在我們這一邊，對

進行，直到孩子將經文記住為止。

抗撒但及罪惡。讓我們記住今天的信息：

耶和華		

向上指

使人得勝，

豎起大拇指

不在乎		

搖頭

人多		

雙手畫一個大圓圈，比喻

全		

班小朋友

人少。		

手指點向一兩位小朋友

上帝將勝利賜給我。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撒母耳記上14：6 將手掌合起，再打開

聖經研究

你需要：

協助孩子們找到撒母耳記上14 □聖經
章。把懂得讀寫的小朋友與不懂
讀寫的小朋友組成一組，或請成年人視需要協
助他們。
告訴他們：讓我們一起來讀一讀聖經中所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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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應用
將功勞歸給上帝
預先在一塊木板或紙板上，畫一個大的九

讓每位小朋友輪流有一次抛擲沙包的機

宮格。（如果沒有木板或紙板，可以使用一

會。鼓勵孩子們作出善意的回應。

塊大的佈告板。）（請參照下列圖示）

总結

在九個格子中，分別寫出下列一個項目：

問：是誰讓以色列人戰勝非利士軍隊？

音樂		

學校

友誼

（上帝）是誰幫助我們盡我們所能的，做

有趣的人 		

衣服

家庭

一個好人、戰勝罪惡？（上帝，以及祂用

助人		

運動

電腦技巧

來幫助我們的人。）我們應當將這些勝利

你需要：
□一塊大木板
或紙板，要
大到足以在
其上畫一個
大的九宮格
□黑板及粉筆
（或佈告板
及彩色筆）
□小沙包（或
可用來抛擲
的紙團）
□一把椅子或
高凳子

將孩子們分成兩組，

的功勞歸給誰？（上帝，以及祂用來幫助

小組A及小組B。讓兩組

我們的人。）我們的存心節如何描述上帝

輪流進行活動。在遊戲開

的幫助？（“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乎人

始時，請小組A的一位小

多人少。”）

朋友將小沙包抛擲到板子

你是否必須成為最好、最優秀的人，上

上。沙包落在哪個項目上

帝才會將勝利賜給你呢？（不必。你應當

面，小組A的成員們就要

知道，你無法靠自己取得勝利，你必須信

在20秒的時間內，想出那

靠上帝。）上帝是否只在重大、要緊的事

位小朋友在該項目上的優

情上賜給我們勝利呢？（不是。祂幫助我

點。譬如說：倘若沙包落

們在小事上也能進步、成長，並且保持忠

在 “友誼”的項目上，

貞。）我們可以充滿信心，上帝會隨時幫

他們可以說那位小朋友很

助我們。讓我們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友善、常常微笑、樂於助
人、总是爽朗愉快等等。

上帝將勝利賜給我。

小組B的則要說出，促使這位小朋友養成
這種性格特質的人，作為呼應。例如：他的

音樂

今天

今天

父母親很友善、他的兄弟姐妹很友善、他的

有趣的人

今天

今天

助人

今天

今天

玩伴很友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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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止上帝
協助孩子們製作兩件作品，他們要將下列

享這個信息的人。現在，請你們找一位伙

信息寫在其上，好與他人分享：沒有任何事

伴，告訴他們，你想要分享的對象是誰，

情能夠阻止上帝。

以及你會怎麼對那個人說。給孩子們充分

如果你決定讓孩子們製作書籤或門把吊
牌，請將美工材料發給孩子們。

的時間分享。
我們可以用許多不同的方法，來說出同

亦可將信息寫在有氣的氣球上，然後再將

樣的意思。你會以剛才寫下來的這句話與

氣球的氣放掉，並且將之放入一個信封中。

人分享。我們的存心節則用另一種方式來

讓孩子們製作兩件他們所選擇的作品。在

表達這個意思。讓我們再次一起說出今天

孩子們進行製作時，鼓勵他們想出一個他們
要將今天的學課與其分享的人，可以是一位
朋友、鄰居、家人，或是今天在教堂裡的某
個人。給孩子們充裕的時間完成這個活動。

总結
問：對你來說， “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
止上帝”是什麼意思？你要怎麼向別人解釋
這句話的意思？給孩子們時間回答。將你的
作品其中一件留給自己，並且將它放在你每
天都看得到的地方。把另一件送給你想要分

的信息：

上帝將勝利賜給我。
結束
結束的禱告時，邀請2、3位孩子自願作
禱告，並且感謝上帝，因為祂從撒但手中
拯救我們所有的人。在他們禱告之後，以
你自己的禱告作結束，感謝上帝的看顧，
並且祈求祂在未來的一週中，繼續看顧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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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第六課‧學生本

上帝必定得勝！
經文
撒母耳記上13：16-22；14：1-23
；參考資料
《先祖與先知》第627-635頁

存心節
“我以永遠的愛愛你。”（耶利米書31：3）

信息
上帝永遠不會停止愛我們。

“我不行！我不行！我就是辦不到！”你
是否曾經有過這種感受呢？當你面對的事
情太艱難時，你會向誰尋求幫助？約拿單
知道要請誰幫忙。他的故事是這樣的…
掃羅王的軍隊在基比亞附近的

的哨崗。上帝會讓我們穿過那些哨兵，並且
將勝利賜給我們。沒有任何事情能夠阻止上
帝拯救我們。”
這位拿武器的士兵說道：“你來帶路，我
就跟在你後面。”約拿單一邊向隘口走去，
一邊說：“我們現在就走吧！。當他們發現
我們，叫我們站住，等他們下來，我們就站
住。但若他們說：“上來到我們這邊，”
我們就知道，這是耶和華要我們得勝的兆頭
了。”他們慢慢地走進通往隘口的深峽中。
到了隘口，他們大膽地走出去，現身於非利
士哨兵的視線。
“看！”一個哨兵喊道。“那些希伯來人
從 他們的洞裡爬出來了！”
另一個哨兵叫道：“你們上來，讓我

一棵樹下紮營。非利士人在鄰近

們教訓你們！”“這是兆頭了！”約拿

山頭的一座狹窄隘口駐軍。非利

單輕聲地說。“上帝已經將他們交在我

士人每天派遣士兵出去攻擊以色

們手裡了。” 因此，他們兩個人開始

列人，並且劫掠他們。

攀爬面前陡峭的山崖。當他們爬到崖頂

非利士軍隊擁有數以百計的戰

時，約拿單就向前走〔向前踏幾步〕，

車，以及成千上萬的、配備精良的

迎著敵人。為他拿武器的人跟在他後

士兵。人數僅有600名的希伯來

面。在這個狹小的戰場上，有大約20

軍隊，又弱小又害怕。
沒有一個以色列士兵擁有長劍或矛槍。只
有掃羅和約拿單擁有武器。希伯來士兵們是

個非利士哨兵等著要攻擊他們。約拿單
和那個軍官有很大的信心，相信上帝必得
勝，而上帝就幫助他們擊敗了那些哨兵。

以弓箭與彈弓、乾草叉和鐵鎚作為武器。但

在其他崖頂上觀看的哨兵看見這事，都

是，光靠這些農具，是無法打勝的！因此，

驚慌失措起來。他們對下面非利士營裡的士

許多希伯來士兵感到害怕，就躲在洞穴裡、

兵們叫嚷，全營都驚慌起來，連坐戰車的也

岩石後。但是掃羅王的兒子約拿單卻沒有躲

驚慌起來。他們全都急忙逃跑。他們開始互

起來。只有他一人相信，上帝能夠在戰爭中

相推擠，還打起來。地大大震動，彷彿一支

得勝。有一天，約拿單悄悄地對那幫他拿他

有著騎兵和戰車的大軍正往這裡開來。約拿

沈重盾牌的士兵說：“跟我來。”

單和非利士人都知道，上帝正在幫助以色

這位拿武器的士兵立即意識到約拿單有一

列人。當掃羅王及他的600名士兵到達現場

個秘密計劃。他迅速穿上軍裝，跟著約拿單

時，約拿單與為他拿武器的人都站在那裡，

走出營地。沒有人知道這事。

看著非利士人跳跑。以色列士兵知道，這是

約拿單向他解釋自己的計劃，說：“如果
我們穿越山間的隘口，就可以到達非利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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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恩典的一天。他們說：“在這一天，耶
和華拯救了我們。”

恩

約拿單與為他拿武器的人都同意耶和華贏

典

乎人多人少。”（撒母耳記上14：6）。

了一場偉大的仗。“耶和華使人得勝，不在

親子時間

並閱讀這個故事。
•為上帝每日的保護而感謝祂。

•在家庭靈修時，閱讀聖經中所記載的，
本課的聖經故事（撒母耳記上14：
1-23）。
•然後閱讀存心節。寫下你所知道的最大
及最小的數字。上帝能夠使用這麼多的
人或這麼少的人取得勝利嗎？你怎麼知
道？（請參閱撒母耳記上14：6）。感
謝上帝，因為祂的大能大力會為我們打
贏勝仗。
•在一張圖紙上畫一個大大的數目字
“0”。在 “0”的中間，寫下你的存
心節。
•然後畫上圖案裝飾，將它放在你每天都
能夠看到的地方。感謝上帝，因祂看顧
你。

星期三

安息日

星期天
•如果可能的話，與你的家人一起步行到
一座大山丘上。在你們休息的地方，一
同閱讀本課的聖經故事。想像自己正與
約拿單一起攀登著高聳的懸崖，前往非
利士軍營。為自己能夠走路及爬山而感
謝上帝。
•在聖經中找到本週的存心節，並且將它
唸出來（撒母耳記上14：6）。

星期一
•將你的“0”存心節圖畫展示給你的家
人看，然後背誦出你的存心節。
•與你的家人一同閱讀撒母耳記上14：
2、3、18節。掃羅擁有什麼，能夠幫
助他得勝呢？掃羅缺少哪一件重要的事
呢？一同討論這些問題。請求上帝幫助
你更加信靠祂。

星期二
•背出你的存心節。試著將它編成歌，然
後在家庭靈修中唱出來。
•想出另一個講述上帝拯救祂子民的聖經
故事。請一位家人協助你在聖經中找出

•在家庭靈修時，背出你的存心節。講講
你覺得它對你有什麼意義。請你的家人
談談上帝拯救他們或特別幫助他們的一
個經驗。
•一同閱讀詩篇34：7。想出一個天使幫
助人的聖經故事。（例如：但以理書
6：22）。這個故事如何帶給你勇氣？
•唱一首關於上帝看顧的詩歌；然後為此
獻上感謝。

星期四
•將上帝賜給約拿單勝利的故事，講給你
的家人聽，也把存心節背誦出來。
•一同看看書籍、畫冊中有關 “山”的
圖片。查出世界上最有名的幾座山脈名
稱。為美麗的山感謝上帝。
•畫一幅山景圖。請一位家人協助你閱讀
詩篇121：1、2。將這兩節經文寫在你
的圖畫上面。

星期五
•在今天晚上的家庭靈修時，試試做下列
的建議：
•背誦存心節。再背一次，這次以諸如
“洪水”、 “烈火”、 “暴風雨”、
“戰爭”等字眼替代 “人多人少”；並
且將 “使人得勝”中的 “人”字，替
換為你的名字。（例如：上帝使王小明
得勝，不在乎洪水。）邀請家人也這麼
做。將替換過的經文寫在一張紙上，夾
在你的聖經裡。
•運用本周的聖經故事，玩猜字謎遊戲。
•讀出一條你最喜歡的、帶給你勇氣的聖
經應許（例如：約書亞記1：5）。
•唱出你們所能想到的，關於上帝大軍的
詩歌，越多首越好。
•感謝上帝，因祂時時看顧你們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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