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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磐石與沙土

磐石與沙土
本月主題：
敬拜使我們每天都充滿喜樂。
經文
馬太福音7：12-29；
參考資料
《山邊寶訓》第6章

故事大綱
耶穌對一群人講述了一個關於兩棟房子和兩位建屋人的故
事。一位建屋人將他的房子建築在磐石上，為之提供了一個
堅固的地基。到了雨季，風吹、洪水沖，但是由於那棟房子
有一個堅固的地基，它是安全的。另一位建屋人將自己的房
子建造在沙土上。當暴風雨來臨時，由於地基並不穩固，他

存心節
“耶和華是我的磐石，我所
投靠的。”詩篇18：2

的房子就被沖走了。

這是關於敬拜的教導
當我們遵從祂的話時，我們就是在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
耶穌身上。我們充滿喜樂地遵從耶穌所吩咐的一切，以回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我們借著為耶穌而活，
來敬拜上帝。
感受願意為耶穌而活。
回應決志每日將自己的生命
建造在耶穌身上。

應祂慷慨的愛與恩典的禮物。這是一項敬拜的行動。

教師補充材料
在巴勒斯坦，建屋者必須未雨綢繆。有許多小峽谷在夏
天是令人愉悅的沙質谷地，到了冬季，就變為水流湍急、
洪流肆虐之處。建造在那裡的房子會崩解。將房子建造在
平坦的沙土上是很誘人的想法，不必花費力氣往下挖掘至
下層的岩石中。
在耶穌的時代，房屋並不像現今那麼堅固結實。賊人可
以挖穿牆壁（馬太福音6：19）。泥土或草製的屋頂，很

信息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
穌身上時，我就充滿喜樂。

容易就可以被拆開（馬可福音2：4）。因此，一切都有
賴於地基。

教室佈置
準備一個戶外的場景。包含棕櫚樹和一隻驢子玩偶。
如果可能的話，準備一個佈告欄，上面展示：
•聖經時代房屋樣子。
•一棟建造在磐石上的房子，以及一棟被水沖走的房子。
•耶穌和祂的門徒站在一個村落中的房屋外面。在旁邊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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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隻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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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時

間

活

動

所需材料

在門口歡迎學員，

歡

迎

持續進行

聆聽他們開心／煩惱的 無
事情
A．建造房屋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聖經課程

＜10分鐘
B．正確的建造

木匠或工匠來賓，木頭、釘
子、和鐵鎚

交誼

無

頌讚

詩歌本

聖工
＜10分鐘 奉獻

分

享

《兒童聖工消息》
上方有投幣口的屋形小紙箱、
扁平的石塊

禱告

中型的石塊、鉛筆或原子筆、
自粘貼紙、禱告日誌

體驗故事

聖經時代的成年人服飾、鐵
鎚、聖經、椅子

＜20分鐘 存心節
聖經研究

課程應用

空的電器紙箱或食品紙盒，以
及大量的寬膠帶，或者小型帳
篷或毯子和椅子

聖經
聖經

為5位小朋友一組的各組準
備：兩張4寸x 6寸的卡紙、鉛
磐石、沙土，以及水的
＜15分鐘
筆、水、透明膠帶、大的塑料
測試
洗碗盆、磚塊或扁平的石塊、
沙子
A．紙鎮

石塊、彩色筆、噴漆、亮光噴
漆（隨意）

B．冰箱磁鐵

杯子、圖畫紙、剪刀、美工材
料、膠水、磁鐵帶或透明膠帶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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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他們過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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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所挑選的預備活動開始。

預備活動
請選擇最切合的預備活動。

A．建造房屋

你需要：

告訴孩子們：有些人真 □空的電器紙
的居住在箱子裡面。挑戰
箱或食品紙
孩子們利用空的電器紙箱
或食品紙盒，以及大量的
寬膠帶，在接下來的5-10
分鐘內，造出一棟房子。
另一做法：提供一座可以

盒
□寬膠帶
□小型帳篷或
是可披掛在
椅子上的毯
子

搭起來的小型帳篷，或是
可披掛在椅子上的毯子。或者將孩子們分

麼樣的人。如果我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
穌，以及祂在聖經中所吩咐我們的話之上，
就好像有了一個良好、堅固的根基。今天的
信息告訴我們會有什麼結果：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
時，我就充滿喜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B．正確的建造

你需要：

邀 請 一 位 木 匠 、 建 築 □邀請一位木

房屋的牢固程度。

匠或工匠作
為來賓
來。請他帶木頭、釘子，
□鐵鎚、釘
及鐵鎚，來教孩子們如何
子、木頭
筆直地釘進一根釘子。請

总結

他展示一些工具，並且解釋它們的用途，然

成三組，各組分別建造這三種類型的“房
子”。測試房屋的舒適度，並且試看多少位
小朋友可以睡進各棟“房屋”，以測試他們

工人，或工匠到你們班上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

後請他解釋為什麼一棟房子應當建造在一個

的時間回答：如果要你們一直住在一間紙箱

穩固的地基上。如果你找不到適當的來賓人

屋，或是一個帳篷裡，你們會有什麼想法？

選，可以親自示範並監督鐵鎚的使用。

那一間會好些？為什麼？你們家的房子是用

总結

什麼材料建造的？耶穌告訴一些人，聆聽並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

遵行祂的話，就好像是建造一棟堅固的房

時間回答：你們剛剛學到哪些關於建造房屋

屋。讓我們來讀一讀祂在馬太福音7：24中

的事情？為什麼良好的地基很重要？（可以

所說的話。協助孩子們找到並閱讀這節經

確保房屋在各種天氣狀況中，都能夠屹立不

文。你們認為耶穌是什麼意思？（如果我

動。）當我們作決定的時候，我們也需要有

們以耶穌及祂的話作為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

良好的基礎。誰可以作為我們的良好基礎？

部份，我們就會有美好的人生。）我們每天

（耶穌）如果我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

都在建造自己的生命，以及我們的品格。我

身上，我們就會有美好的人生。今天的信息

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決定了我們將長成什

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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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會發生什麼事：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時，我就充滿喜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Any
Time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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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或煩惱之事）
（如果恰當的話）。給孩子們時間分享上週學課的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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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聖工消息》。

奉

獻

運用一個房屋形狀，上方有投幣口的小紙箱來收捐。 你需要：
將這棟房子放在一塊扁平的石塊上。邀請一位小朋友作 □房屋形狀的

紙箱
□大型的扁平
（捐款目的地的地名）的人們認識耶穌，我們最好的根
石塊
基。
禱告，祈求這些捐款能夠被妥善運用，幫助在__________

禱

告

問孩子們是否有任何禱告回應或請求，要紀錄在上週開 你需要：
□中型的石塊
始進行的禱告日誌內。
將一塊中型的石塊放在課室前面代表耶穌。請孩子們 □禱告日誌
在一張自粘貼紙（或使用紙片及膠帶）上寫下他們所認識 □自粘貼紙
的人當中，尚未將生命建造在磐石--耶穌--上的人名。邀請
他們到前面來，將他們的紙片貼在石塊上。然後大家手牽

□鉛筆或原子
筆

手，圍成一個圓圈，並且邀請那些有將紙片貼在石塊上的小朋友，講出自
己紙片上所寫的名字。禱告祈求這些人會開始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
上。以感謝耶穌作為我們堅固的根基作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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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你需要：
□聖經時代的成
時代的成年人服飾來講
年人服飾
述這個故事，他彷彿自 □鐵鎚
己身歷其境，而且聽見 □聖經
□椅子
耶穌所說的話。
請一位男士穿著聖經

邀請一些孩子到前面

就像我一樣。[拿起鐵槌，然後再將鐵槌放

下。] 這個人選了一處距離水平面有相當高
度的岩脈，來建造他的房屋。這個人辛勤的
工作，搬運他的建築材料。[牽住兩位孩子

的手，將他們帶到課室前面。] 假裝你們是
我的建築材料。[請他們站好，相距大約3英

呎（1公尺）。]

來，扮演建造中的房屋。若人數較多：用一

這個人搬運他的建築材料[再拉兩位孩子

組孩子建造一種房屋，然後用另一組的孩子

來當作另外兩個房角。] 一路搬到岩石上。

建造第二種房屋。若人數較少：請所有孩子

[在你繼續講故事的過程中，持續帶孩子們

一起扮演兩種房屋。

上前排列，形成四面“人牆”。] 在這裡，

開始的時候，他在課室前頭緩緩踱步，低

房屋會很安全，地基也很穩固。

著頭，若有所思地一隻手摸著自己的下巴，

最後，屋頂蓋好了。[孩子們向前伸展手

另一隻手抓著鐵鎚。轉身面對孩子們。將鐵

臂，當作屋簷。] 當雨季來臨時，風吹呀吹

槌放下，捲起袖子，然後環顧四周，彷彿第

的。[請教員及其餘的孩子們向著他們吹。]

一次注意到他們。

水越來越高漲，漲滿了兩岸，現在洪水快要
來了。[站在一張椅子上，假裝避開洪水。]

故事內容
噢，真抱歉。我沒有注意到你們。我剛才
看見和聽到了一件最神奇的事情，但我不太
清楚它的意思。

但是這棟房屋是安全的。這個人將它建造在
一個穩定、堅固的實心岩石地基上。
這很合理，不是嗎？聽眾是這麼認為
的。他們全都點頭，並且說：“阿們。”

中午時分，一群人坐在一座山腰上。這

[請所有人大聲說阿們。] 然後耶穌告訴他

些人都有工作要做，像我一樣；我是蓋房

們：“如果你們聽從上帝的話，並且為祂而

子的。[拿起鐵鎚。] 但是，在這特別的一天

活，你們就是在將自己的房屋建造在磐石之

裡，卻沒有去工作。於是我也加入他們當

上。”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之上，合理嗎？是

中。

的，這很合理，所以請再說一次“阿們”。

耶穌在那裡。祂在講故事及教訓人們。

[將你的手放在耳朵後面，表示你鼓勵大家

祂的聲音傳得很遠，所以我們都聽得到祂講

說阿們。然後鼓掌謝謝那些幫忙建造房子的

話。祂講了一個關於房屋的故事，而這就是

孩子。他們可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

讓我感到疑惑不解的地方。現在，讓我把這
個故事講給你們聽。
有一次，一個人決定要建造一棟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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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人也建造了一棟房子。[開始帶孩

子們上前，在離上一棟房子幾英呎遠的地
方，建造一棟類似的房子。] 這個人選擇將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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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心節

建造了一棟堅固的房子。他可能也很努力建

協助孩子們找到並唸詩篇

造它。最後，屋頂蓋好了。[孩子們向前伸

18：2：“ 耶 和 華 是 我 的 磐

展手臂，當作屋簷。] 當雨季來臨時，風吹

石，我所投靠的。”（詩篇

呀吹的。[請教員及其餘的孩子們向著他們

18：2）。然後依下列的方式教導他們背誦

吹。] 水越來越高漲，漲滿了兩岸。現在洪

經文。重复進行，直到孩子們記住經文為

水快要來了。[站在一張椅子上，假裝避開

止。

洪水。] 但是房屋不穩定、倒塌了。[代表那
棟房子的孩子們全部倒下。你要讚賞他們做
得很好，並且請他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是哪裡出了問題呢？[露出很疑惑的樣

子。] 那棟房子為什麼倒塌呢？[接受孩子們
的反應。] 那人將房子蓋在沙土上，洪水將
沙子沖走，房子的地基便不穩了。下面就
是耶穌對這件事所說的話。[唸馬太福音7：

26。] 我認為耶穌是在說一件很重要的事
情。我真想弄清楚祂的意思。[撿起你的鐵

槌，低下頭，在沿著原路離開時，摸著你的
下巴。]

总結
請一位不是故事講述者的教員，問孩子們：
1. 故事裡的磐石代表什麼？唸詩篇18：2。
（我的上帝）
2. 我們要如何將自己建造在磐石上？唸馬太
福音7：26。（聆聽耶穌的話語，並且將
它們付諸實行。）
3. 你們認為那位有智慧的建屋者，在暴風雨
過後有什麼感覺？（因自己的房子沒有倒
塌而感到高興。）
這個故事幫助我們了解今天的信息。請跟我
一起說一遍。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
時，我就充滿喜樂。

你需要：
□聖經

耶和華		

向上指

是我的		

指自己

磐石，		

雙拳對擊

我所		

指自己

投靠的。		

以雙掌遮住臉孔

詩篇18：2		

將手掌合起，

再打開

聖經研究

你需要：

告訴孩子們：這兩棟房子的 □聖經
故事，是耶穌一場美好講道的

尾聲。你們可以在你們的聖經，馬太福音
7：24-27中找到它。給孩子們時間進行。
這場講道的開頭，是在馬太福音5：1、2。
讓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成年人視需要協
助他們。問：當耶穌進行這場講道時，祂
在哪裡？（在一座山腰上。）這大概就是
我們將這場講道稱作是“山邊寶訓”的原
因。
將孩子們分成兩組。說：我們要來進行
“聖經寶劍演習”。聖經中的話語是你們
對付撒但的武器。讓我們來看看，你們對
於自己武器的運用有多麼迅速。聖經中有
許多關於磐石的章節。我會說出聖經中的
一本書及其章節。當我說“開始！”的時
候，你們那一組當中的每個人，就要互相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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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找到那個章節。先找到經文的那一組，要
站起來，將它唸出來。成年人視需要協助他
們。

总結
問：為什麼聖經的作者們都說上帝像一
塊磐石？（祂是避難所，是可以跑去躲藏的

下列是可以選用的經文[請留意：詩篇

地方，祂保護我們。）當摩西擊打磐石的時

18：2是本課的存心節]：

候，有什麼東西流出來？（水）上帝借著吩

出埃及記17：6				

咐摩西從磐石取水，教導以色列人知道，祂

詩篇18：2

能夠供給他們一切的需求。當我們將自己的

出埃及記33：21-23			

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時，我們知道祂會永遠

詩篇40：2

照顧我們，沒有任何事情能夠動搖我們，使

民數記20：8				

我們倒塌。這會讓我們有什麼感受呢？我們

以賽亞書26：4

今天的信息告訴我們：

撒母耳記下22：2				
馬太福音16：18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
時，我就充滿喜樂。

課程應用
磐石、沙土，以及水的測試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的

將孩子們分成小組，
每組不超過5位。請孩子
們在每張卡紙上，畫一
扇門及幾扇窗戶，然後
將卡紙底部摺彎。用透
明膠帶將摺彎處固定，
一張卡紙放置在磚塊或
石塊上，另一張放置在
沙土上。
告訴孩子們：這棟卡
紙製成的房子代表你們

总結

你需要：
□兩張4寸x 6
寸的卡紙
□鉛筆或彩色筆
□裝滿水的大水
罐
□透明膠帶
□大的洗碗盆
□磚塊或大型的
平扁石塊
□沙土（放在洗
碗盆裡）

時間回答：那棟建造在沙土上的房子怎麼樣
了？（沙土被水沖走；地基被水沖走；房子
倒塌了。）那棟建造在石塊（或磚塊）上的
房子怎麼樣了？（它很安全；它屹立不搖；
它沒有被水沖走。）如果你們將自己的生命
建造在耶穌，我們的磐石之上，會發生什麼
事？（當我們面臨問題的時候，我們就不會
被擊垮；當我們面臨困境的時候，我們要信
靠耶穌。）我們要如何保持自己根基的穩
固，並且將自己的生命定錨於耶穌身上呢？

的生命。讓我們一起來

（選擇愛耶穌。與耶穌保持親近。請求耶穌

看看，當問題出現時，你們的生命會發生什

與我們保持親近，並且幫助我們。讀經及禱

麼事。舉起裝滿水的大水罐，並且說道：這

告。）如果我們這麼做，我們的生命會變成

些水代表著我們生命中所出現的問題。將水

怎麼樣？（高興、喜樂、開心、美好）。

倒在各棟房子前面，不要直接倒在房子上。

愛耶穌、跟隨耶穌如何為我們帶來喜樂？

說：這是一項測試。這項測試會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自己可以信靠耶穌；耶穌看重我

這些房子的地基有多麼穩固。

們、照顧我們；我們不必為事物憂慮。）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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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次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時，我就充滿喜樂。

分享
A．紙鎮
發給每位小朋友一
塊石頭，並且說道：在
今天的學課當中，我們

你需要：
□石塊
□彩色筆
□噴漆
□亮光噴漆 (隨
意的)

B．冰箱磁鐵

你需要：

將材料發給孩子們，並 □大的紙杯或
保溫杯
作出下列的指示：
請你們用紙杯較寬的那 □圖畫紙

們就可以將它送給別人。在石塊上，請寫下

□剪刀
□美工材料
個圓圈。並將圓圈剪下
□膠水
來。
□磁鐵帶或透
在圓圈裡畫一棟房子，
明膠帶
然後在房子四周畫一些音符。

“耶穌是我們的磐石。祂永不失敗。”給孩

在房子上，寫下“建造在磐石上”的字眼。

子們充分的時間進行。如果你們想要的話，

將一截磁鐵帶（或一圈透明膠帶）貼在

可以用亮光漆噴在石塊上，好讓其表面光

背面。

亮。

給孩子們時間進行。

學到了耶穌是我們的磐
石，是我們的保護者。

我們希望讓別人知道這件事，所以我們要來
做一樣東西給他們。將石塊製作成紙鎮，我

总結

一頭杯口，在紙上畫一

总結

問：紙鎮的作用是什麼？（將東西保持在

問：誰是你們要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其

恰當的位置。）這為什麼會讓人想到耶穌？

上的磐石？（上帝、耶穌）你們為什麼要

（祂保守我有平安；祂幫助我維持自己生命

那麼做？（好讓我得享平安；好讓我有一

的秩序…等等。）

個快樂的人生…等等。）你們要怎樣解釋

想出一位你們想要將自己的紙鎮與他分享

這塊磁鐵的意義？給孩子們時間討論。當

的人，一位你們希望他知道，耶穌也保守他

別人問起這塊磁鐵的意思時，你們可以將

們平安的人。當我們說，耶穌是我們的磐石

今天的學課故事，以及今天的信息與他們

的時候，你們要怎麼解釋它的意思？

分享。讓我們再次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給孩子們充分時間討論，然後將他們分成
意思。說：唯有我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
時，我就充滿喜樂。
結束

穌，我們的磐石上時，我們才能夠擁有真正

一起唱一首合適的詩歌，請願意將自

的喜樂。讓我們再次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的小朋友舉手。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
時，我就充滿喜樂。

然後請他們默禱，感謝耶穌作為他們的磐

二人一組，請他們與搭檔練習怎樣解釋它的

石。以一個簡短的禱告作結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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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石與沙土

了。風吹呀吹的。溪水越流越大，溢出了它

經文

屋是安全的。這個人將它建造在一個穩定、

馬太福音7：12-29；參考資料
《山邊寶訓》第147-152頁

存心節
“耶和華是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詩篇
18：2

信息
當我將自己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上時，我就充
滿喜樂。

你是否曾經在沙灘上建造過一座沙堡？
即使你將它造得很高大，而且將沙子拍
實，當冒著泡沫的海浪沖擊它的四周
時，會發生什麼事？很久以前，耶穌講
了一個關於這件事的故事。

們的溪岸。現在要擔心洪水了。但是這棟房
堅固的實心岩石地基上。”
這很合理，不是嗎？人們是這麼認為的。
他們全都點頭，並且說：“阿們。”然後耶
穌告訴他們：“如果你們聽從上帝的話，並
且為我而活，你們就是在將自己的房屋建造
在磐石之上了。”
然後，所有的人又都再次點頭，說：“阿
們”，因為將房屋建造在磐石之上非常合
理。
接下來，耶穌繼續說下去。祂的故事還沒
有講完。
“另一個人也為自己建造了一棟房子。這

有 一天，耶穌坐在一座山腰上，對著成

個人選擇將他的房子建造在水邊的沙土上。

千上百、坐在祂面前草地上的人們講話。耶

他可能建造了一棟堅固的房子，而且可能很

穌對暴風雨及洪水相當熟悉，那些坐在祂身

努力建造它。”

旁的人們亦然。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一輩子

“在房屋蓋好之後，雨降下來了，猛烈地

都居住在靠近加利利海的地方，他們小時候

沖擊著房子。風吹呀吹的。溪水越漲越高，

可能就常在水邊玩耍。

溢出了它們的溪岸。水很快的淹沒了房

耶穌很愛那些人。祂想要

子。波浪不斷地拍打著房屋，將它下

讓他們認識上帝，祂想要讓

方的沙土沖走。最後，房子轟然倒

他們了解，怎麼樣才能夠充

塌，因為沒有很深、很堅固的地

滿喜樂。也許一個關於將房
子建造在水邊的故事，可以

基支持它的牆壁。”
多麼愚蠢的人哪！聽眾們可

幫助他們了解這一點。因此，

能這麼想。他應該可以更聰

耶穌就講了這個故事。

明一點。是的，他的確應該可

“有一次，一個人決定要建造

以。但是，請聽耶穌接下來所說

一棟房子。他選了一座位於高處的岩脈，

的話。“當人們聽見我的話，卻不去遵行的

要將他的房屋建造在上面。水淹不到他的

時候，他們就和那個人一樣無知。他們不可

房子，他的房子會很安全，地基也會很穩

能有喜樂。有智慧的人不僅會聆聽，還會願

固。”

意去遵行我所說的話。”

“這個人辛勤的工作，將建築材料一路

當人們聽到耶穌所說的話時，他們充滿驚

搬運到岩石上。在房屋蓋好之後，雨季來臨

奇地將眼睛睜得大大的。祂的教訓與他們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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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到的，律法教師們的教訓非常不同。

我很想知道有多少位當天聽到耶穌所說的

有的人可能甚至想起了大衛在詩篇18：2中

話的人，願意將他們的生命，建造在耶穌身

所說的：“耶和華是我的磐石，我所投靠

上？有多少人想要學習並且按照上帝的話而

的。”

活？你呢？

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你的家人一起，坐在一塊大岩石或沙
灘上，一同閱讀本課的聖經學課故事，
一起唱一首合適的詩歌。
•大聲唸詩篇18：2。複習你存心節經文
的那個段落。

星期天
•與你的家人一起，閱讀並討論馬太福音
7：24-29。
•找11顆扁平的小石頭，用彩色筆將存
心節的各個字詞，寫在一顆小石頭上：
“耶和華／是我的／磐石，／我所／投
靠的。／詩篇／18：2”或者使用石頭
形的剪紙。
•如果可能的話，與你的父母親一起參觀
一座建築工地，觀察建築物的地基。

星期一
•將你的存心節小石頭，排出正確的順
序。
•在下列的清單中，將描述岩石特性的字
詞圈出來：
堅固 沈重
軟弱
不變的
穩定 憤怒
柔軟
堅硬
•將你圈出來的字詞，與耶穌作比較。
用你的聖經找出一些描述耶穌的其他
字詞。參考約翰福音1：29、約翰福音
6：35、約翰福音15：1。有哪些用來
描述耶穌的字詞？

星期二
•在靈修的時候，找一些牆壁、馬路，以
及其他由石頭所構成的東西的圖片。人
們用石頭是因為它很堅固，能夠提供良
好的保護。耶穌有哪些方面像石頭？一

同閱讀撒母耳記下22：2。
•將你的存心節小石頭，排成正確的順
序，然後將它背出來。

星期三
•在家庭靈修時，一起說出你的存心節。
然後一同複習詩篇23篇。
•從詩篇23篇中，找出一個與存心節意義
相近的章節。
•唱一首合適的詩歌。

星期四
•在今天的靈修中，閱讀馬太福音7：
24。
•在一個盤子裡，放置一堆沙子（或糖或
鹽）。在另一個盤子裡，放一塊扁平的
石塊。在兩個盤子裡，分別加幾滴水，
一次一滴。當水滴到沙子上的時候，發
生什麼事？滴到石塊上的時候呢？有任
何東西，能夠沉到石塊裡嗎？耶穌就如
同磐石一樣穩定又堅固。
•與你的家人一起複習你的存心節。

星期五
•在家庭靈修時，一起唱你們家最喜愛
的，關於“磐石”的詩歌。
•背誦經文並且遵行聖經中所說的話，是
將你的房屋建造在磐石上，以及敬拜上
帝的好方法。請嘗試對你的家人背誦你
在本季學會的所有存心節經文。
•靈修時帶一塊大石頭，用彩色筆在上面
簽你的名字，邀請你的家人照做。大聲
唸出以賽亞書26：4，然後請每個人將
雙手放在石頭上，請求上帝幫助他們時
時記住，祂是堅固的，而他們可以倚靠
祂，祂會照顧他們。感謝上帝永遠作你
們的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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