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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死或生？

死或生
本月主題：
經文
馬太福音9：18-26；
馬可福音5：21-42
；參考資料《歷代願望》
第36章

敬拜使我們每天都充滿喜樂。

故事大綱
睚魯是一個管會堂的人，也是一位長老，他謙卑地請求耶
穌去醫治他瀕死的女兒。耶穌前往睚魯的家，在路上被人們
的各種需求耽擱了。一個信差前來報信說，他的孩子已經死
了。當他們抵達睚魯的家時，耶穌打發那些雇來哀哭的人離
開，並且帶著孩子的父母親及三個門徒，進入了那個女孩的

存心節
“耶穌說：‘……復活在
我，生命也在我！’”約
翰福音11：25

房間。祂吩咐那個女孩起來，她就復活了！

這是一個關於敬拜的教導
耶穌是生命的賜予者及維繫者。祂向我們保證，祂要讓
我們在今世及永恆都擁有豐盛的生命。因為有祂，我們不
必恐懼死亡。正如睚魯的家庭感謝耶穌一樣，因祂將他們
的女兒復生，我們也應當因這些恩賜而敬拜祂。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
予並維繫生命的上帝。
感受感到喜樂，及確信上
帝要讓他們擁有今世及永

教師補充材料
睚魯是管會堂的人。他負責維持會堂的良好運作，是社
區中最重要並最受尊敬的人之一。
猶太人的哀悼習俗強烈且注重細節。死者一旦亡故，就

恆的生命。

要立即安排人開始嚎啕痛哭，以將此死亡事件通知所有的

回應將他們對死亡及與家

人。哀哭者撕裂他們的衣裳，露出他們的皮膚。父親及母

人分離的恐懼交託給上
帝。

親撕裂左側的衣服（心臟的那一邊），而其餘所有的人則
撕裂右側的衣服。

教室佈置
信息
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下永
生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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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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持續進行 聆聽他們開心／煩惱的 無
事情
＜10分鐘

A．最恐怖的塑像

粘土或鋁箔紙

B．發生了什麼事？

聖經

交誼

無

頌讚

詩歌本

＜10分鐘 聖工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

收捐箱

禱告

禱告日誌

體驗故事

無

存心節

聖經

聖經研究

聖經

聖經課程

＜20分鐘

課程應用

＜15分鐘 前五名

鐘鈴或其他可發出聲響的物品、
黑板及粉筆或白板及白板筆、紙
和鉛筆、聖經

＜15分鐘 “無懼”錦旗

氈布、普通布或圖畫紙、彩色
筆、（隨意：木條、釘書機或膠
水）、尺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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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他們這個星期過得如何：有什麼開心或煩惱的事情。問他們是否
想要分享一些上週聖經學課的體驗。讓孩子們開始進行你所選擇的預備活動。

預備活動
請選擇最適合的預備活動。

A．最恐怖的塑像
在孩子到達課室時，發給

B．發生了什麼事？
你需要：

請一位孩子自願到前面來，

你需要：
□聖經

他們每人一塊粘土或一張鋁 □粘土，或
箔紙。請他們想一樣自己害
是

閉上他或她的眼睛。在他或

怕的事物，然後把它捏塑出 □鋁箔紙

子調換座位。然後叫道：“_______，起床

來。作品不必和真正的事物

囉！”請他講出課室裡現在的情況跟之前有

一模一樣，只要大家能夠猜得出它是什麼就

什麼不同。重复進行這個遊戲幾次。（每次

好了。當所有人都完成時，請他們把作品展

改變一樣東西，例如更換你的衣服、改變牆

示給大家看，並且講解他們的作品。

上很明顯的一些東西的佈置、開燈或關燈…

总結

等等。）

在各人向全班展示他或她的塑像時，

她閉著眼睛的時候，請幾個孩

总結

問：這個塑像看起來像什麼東西？問那個孩

問：當你發現了一些你之前不曉得正在發

子：他們有沒有猜對你所害怕的東西？請你

生的變化時，你有什麼感受？（挺好、喜歡

解釋一下，你的塑像在哪方面能夠代表你害

這些變化、不喜歡這些變化）當你必須閉上

怕的東西，或者告訴他們你所害怕的東西是

眼睛“睡覺”的時候，你有什麼感受？（可

什麼呢？

以，不喜歡）在你“睡覺”的時候，會有哪

說：對你無法掌握的事物感到害怕是很

些東西發生變化？（幾乎任何東西都可能發

正常的。但是，我們的上帝足夠強大幫助我

生變化）在你們早上剛起床的時候，你們有

們度過害怕的時刻。祂會與我們保持親近。

什麼感受？（想睡覺、精神充沛、快樂、暴

你可以信靠祂，因為祂是如此強而有力，

躁…等等。）

祂創造了生命。今天的信息更清楚地告訴我
們：

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下永生的上帝。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大聲唸出哥林多前書15：51。告訴孩
子們：這個聖經章節告訴我們，死亡就好
像睡覺一樣。是不是每個人都會經歷死亡
呢？（不會。有些人在耶穌復臨時，仍然活
著。）那些沒有經歷死亡沉睡的人，會發生
什麼事？（當耶穌復臨時，他們將會被改
變；他們會擁有永恆的生命。）當耶穌生活
在這個世界上時，祂使一些人死而復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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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祂再度降臨的時候，祂仍會這麼做。在今天的故事中，我們會對這件事情有更多的了解。
我們今天的信息告訴我們…

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下永生的上帝。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交

誼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可以在任何時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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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讀學課
時，最喜歡的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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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佈本週生日的孩子姓名或特別事項報告。

頌

讚		

請選擇適合的詩歌。

聖

工

告訴孩子們：“佈道士”是“被差遣”的意思。耶穌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佈道士。祂是從天堂被差遣下來，告訴我們關於那位賜下今世及永恆生命的
上帝的事情。今天，我們將會聽到這個世界上其他佈道士的事蹟。分享一個
《兒童聖工消息》的故事。

奉

獻

告訴孩子們：你們不需要因為任何特定的原因才奉獻。你

你需要：

們可以僅僅因自己活著而感恩，來作出奉獻。奉獻捐款，是 □收捐箱
一種對上帝讚美及感謝的表達。

禱

告

問問孩子們，有沒有任何“問題、擔心、憂慮”，或是 你需要：
“來自上帝的勝利”，要寫在班上的“禱告日誌”中。請孩 □前兩週所
子們圍成一個圓圈站著，手牽手作禱告。向你們的生命賜予
者禱告。鼓勵每位小朋友加入一句為某件事物讚美上帝的禱

延用的禱
告日誌

告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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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指] 俯伏在耶穌[向上指] 腳前，說道：“我所

告訴孩子們：在這個故事中，當你們聽到

摰愛[孩子們擁抱自己] 的獨生女，病得非常

某些特定的字眼時，我要你們做或說某些事

非常的重。請祢到我的家裡去，將祢的手按

情。讓我們一起來練習一下。

在她身上，她就會痊癒了。”

當他們聽到：

他們要：

睚魯		

豎起大拇指

很高興。耶穌[向上指] 立即動身和睚魯[豎

愛		

擁抱自己

起大拇指] 一同離去。祂的門徒們跟隨著他

死、死亡、死掉

擦眼睛，彷彿在將眼淚

們。但是，一大群人在外頭等著耶穌[向上

		

擦掉一樣

指]。 人們在耶穌[向上指] 邁步前行時擠住了

耶穌		

向上指

祂。每個人都想要靠近祂。他們互相推擠。

睚魯[豎起大拇指] 的信心讓耶穌[向上指]

練習這些動作數次，然後開始講故事。（請

突然之間，耶穌[向上指] 停下來。“是誰

一位成年人帶領做這些動作可能會有幫助。）

摸了我？”祂問道。“主啊，有這麼多的
人在這裡，你問我們是誰摸了祢？”彼得

故事內容

對於耶穌[向上指] 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感到

睚魯[豎起大拇指] 是一位宗教領袖，他生

莫名奇妙。耶穌[向上指] 環顧四周人群的臉

活於耶穌[向上指]在世上的時代。睚魯[豎起

孔。最後，一位婦人走了出來。“是我摸了

大拇指] 有一個12歲的女兒，他非常的愛[孩

祢，”她說道，輕輕地啜泣著。“我患病已

子們擁抱自己]她。有一天，這個女孩子生

經非常久了。為了試圖將病治好，我花光了

病了。睚魯[豎起大拇指] 想盡了一切辦法，

所有的積蓄。我想，只要能夠摸到祢，我就

表達他的愛[孩子們擁抱自己] ，以及幫助他

會痊癒了。”

的女兒康復。但是她卻變得更加虛弱了。睚

耶穌[向上指] 當然很高興這位婦女對祂有

魯[豎起大拇指] 不願意離開她的病床邊。所

如此強烈的信心，祂不能匆匆的離她而去。

以，他差遣他的僕人去請醫生及護士來。但

因此，耶穌[向上指] 對她說了幾句關愛[孩子

是，沒有人幫得上忙。

們擁抱自己]柔和的話語。“女兒，你的信

然後，睚魯[豎起大拇指] 想起了耶穌[向

心救了你，”耶穌[向上指] 對她說道。“平

上指] 。耶穌[向上指] 是他們最後的希望。因

安地回去吧！你的病痊癒了。”睚魯[豎起

此，在他向女兒輕聲地說出最後一句愛[孩

大拇指] 看到耶穌[向上指] 醫治這位婦女時，

子們擁抱自己]的話語之後， 睚魯[豎起大拇

非常興奮。他現在更加確信耶穌[向上指] 將

指]盡他所能地快速趕去馬太的家中。

會醫好他的女兒了。但就在這時，睚魯[豎

馬太的僕人一將門打開，睚魯[豎起大

起大拇指]的一個僕人從人群中擠進來。

拇指] 就衝進去。“我要立刻見耶穌[向上

“不用再麻煩耶穌[向上指] 了，”他說

指]！” 他氣喘地說。然後，睚魯[豎起大拇

道。“你的女兒已經死[擦眼睛] 了。”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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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睚魯[豎起大拇指] ！他該會感到多麼傷心

音11：25）耶穌[向上指] 降臨到這個世界

和震驚啊！但是，耶穌[向上指] 轉向睚魯[豎

上，是為了拯救我們脫離死亡[擦眼睛] ，並

起大拇指]。“不要擔心，”耶穌[向上指]說

且將生命賜給我們。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

道，“只要信。”
睚魯[豎起大拇指] 再次想到那位剛剛被治
癒的婦女。他記得耶穌[向上指] 所說的話：

下永生的上帝。你們豈能不愛[孩子們擁抱

自己]耶穌[向上指]！

总結

“你的信心救了你。”然後，睚魯[豎起大

問：你們認為，耶穌為什麼要讓睚魯的

拇指] 就不再害怕，並且相信耶穌[向上指] 會

女兒死去？（這樣祂才能夠展現出祂是生命

醫治他的女兒。耶穌[向上指]吩咐彼得、雅

的賜予者。）誰需要認識耶穌是生命的賜

各及約翰跟著祂走。祂開始趕往睚魯[豎起

予者？（祂的門徒、睚魯、哀哭的人、每個

大拇指] 的家中。家裡擠滿了人，所有的人

人）你們認為，在耶穌使那個小女孩從死

都在哀悼死[擦眼睛] 去的女孩。他們之中有

裡復活後，那些哀哭者看見她的時候，會

些人甚至根本不認識那個女孩，但是他們被

有什麼想法？（他們看見鬼了；他們不應該

雇來為死[擦眼睛]者嚎啕哀哭。

嘲笑耶穌；耶穌真的大有能力。）

“將這些哀哭者遣走，”耶穌[向上指] 指
示道。“你們的女兒並不是死[擦眼睛] 了，

存心節

她只是睡著了。”當那些人聽到這些話時，

協助孩子們找到並閱讀約翰

他們就嗤笑不已；他們難道還分辨不出什麼

福音11：25：“復活在我，生

時候一個人是真的死掉[擦眼睛] 了嗎！但是

命也在我！”（約翰福音11：

耶穌[向上指]對他們的缺乏信心表現不予理

25）。問：這句話是誰說的？（耶穌）我

會，祂帶著彼得、雅各及約翰，還有睚魯

們要記住是誰說了這句話，以及這句話的

[豎起大拇指]與他的妻子，進入屋中。

意思。

在女孩的房間裡，耶穌[向上指] 站在床

你需要：
□聖經

運用下列動作來教授存心節。重复進

邊，伸手拉著女孩的手。“孩子，起來，”

行，直到孩子們能夠自行背誦經文。

耶穌[向上指] 說道。小女孩睜開她的眼睛，

耶穌說：		

先向上指，然後指著嘴

對著耶穌[向上指] 微笑，並且坐了起來。當

		

巴

她望進耶穌[向上指] 充滿笑意的雙眼時，她

復活在我，

蹲下去，然後慢慢地站

綻開了一個燦爛的笑容。

		

起來

生命也在我！

踮起腳尖，並且向上伸

上指] 對她快樂的父母親說道。睚魯[豎起大

		

展雙臂

拇指]的女兒又再次恢復了健康與活力。

約翰福音11：25 將手掌合起，再打開

“你們應該給她一些東西吃，”耶穌[向

耶穌[向上指] 不僅樂於醫治生病的人們，
祂也很願意令人們死[擦眼睛] 而復生。祂
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約翰福

聖經研究
告訴孩子們：我們本週的聖

你需要：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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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故事，其實是一個二合一的故事。現在，

得新生一般。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這兩個故事。協助孩子

聖經告訴我們，在另一個時刻，人們將

們找到馬可福音5：22-29。請幾位班中閱

會瞬間被改變。讓我們一起看一看哥林多

讀能力較強的孩子唸出這段經文，一人唸幾

前書15：51、52。給孩子們充分時間找，

個章節。

並唸這段經文。這段經文談到當耶穌復臨

問：這個故事裡頭，有哪兩個故事？你們

時會發生的一些事情。如果我們還活著，

認為，馬可為什麼要在睚魯的故事中間，插

我們將會在瞬間被改變，正如這位婦人在

入那位觸摸耶穌的婦女的故事？（它其實可

瞬間被治癒一般。我們所敬拜的，是一位

以算是睚魯故事的一部份，因為如果耶穌沒

無所不能的上帝。如果我們愛祂，並且將

有為那位婦女和其他人停下來，或被他們擋

自己交託給祂，祂應許要在祂復臨時改變

下來，睚魯的女兒可能就不會死，耶穌令人

我們，並且將永生賜給我們。讓我們記住

死而復生的故事就不會發生。）

今天的信息：

总結
問：耶穌如何將新生命賜給這位婦女？
（祂將纏繞她許多年的舊疾治癒了。）假若

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下永生的上帝
。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你們患病多年，突然之間康復了，會如同獲

課程應用
前五名
在大家都看得到的地
方，由上到下，依次寫下
1-5的數字。然後分派紙和
鉛筆，請每個孩子列出5
樣最令他們感到害怕的事
物。
邀請兩位個孩子站在你
旁邊。告訴孩子們：我這

你需要：
□鐘／鈴或其
他可發出聲
響的物品
□黑板或白板
□粉筆或白板
筆
□紙和鉛筆
□聖經

出第二項。如果他講出的東西不在清單上，
就輪到另一邊的孩子試試看。在孩子們講出
令他們害怕的東西時，將他們共同的恐懼列
出來，但是，請按照下列清單的順序列出，
好讓大家最後可以看出令孩子們害怕的事物
的前五名。當一個孩子將他／她的清單都說
完之後，邀請另一位繼續講。與他們同年齡
的孩子最害怕的事物的前五名為：
1. 他們本身的死亡

裡有一張與你們同年齡的人最害怕的東西的

2. 父母離異

前五名清單。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你們猜不猜

3. 父母親死亡

得出來是哪些東西。我們先從你們剛剛寫下

4.怕黑

來，讓你們感到害怕的東西開始。

5.怕狗

請站在你右邊的孩子先開始。如果他講出
了一項在前五名清單中的東西，就搖鈴或使
用某件會發出聲響的物品。然後請他繼續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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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但是，上帝開了一條出路，借著差遣

总結
唸出約翰福音14：6。告訴孩子們：當一

耶穌死在十字架上，將永生賜給亞當和夏

個人過世時，人們會問為什麼，並且為此埋

娃，以及所有的人。真正愛上帝的人，將

怨上帝。你們上帝應當為人的死亡而被埋怨

會為祂而活，而且不需要害怕死亡。當耶

嗎？（不應該，上帝賜下生命，而非死亡；

穌再來的時候，祂將會為我們帶來永恆的

生命是從上帝而來的。）

生命；我們將會與他永遠生活在一起。只

上帝警告亞當及夏娃，如果他們摸了伊
甸園當中的一棵樹，他們就會死亡。撒但對
夏娃說了一個謊言。讓我們一起來讀創世記
3：4中的描述。（唸這個章節。）最後，

要記住：

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下永生的上帝
。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亞當及夏娃的確因為相信了撒但的謊言而死

分享
“無懼”錦旗
讓孩子們製作一面錦
旗。協助他們將氈布、普
通布或圖畫紙裁成5寸x
12寸x 12寸的三角形。在
其中的一面協助他們寫下
“無懼”，在另一面寫下
“耶穌是生命”。若是喜

你需要：
□氈布、普通
布或圖畫紙
□彩色筆
□隨意：木
條、釘書機
或膠水
□尺

歡的話，可協助他們利用
膠水或釘書機，將他們的錦旗粘到木條上。

总結
問：當有人問起你們的錦旗是代表什麼
時，你們會怎麼解釋？給孩子們充分的時間
討論。將孩子們分成二人一組，練習他們要

一個人看，並且告訴他，我們不必為死亡
而恐懼，因為我們所敬拜的，是一位賜下
永生的上帝。告訴他們關於睚魯的女兒，
以及耶穌如何使她死而復生的故事，將今
天的信息與他們分享。讓我們一起再說一
次今天的信息：

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下永生的上帝
。
結束
禱告。再次感謝上帝，因為祂是生命的
賜予者。請求祂將孩子們對死亡的恐懼帶
走，並賜他信靠的心。
讓孩子們一一复述今天的信息，而且在
離開課室時揮動他們的錦旗。

說的話。散會後，請你們將自己的錦旗拿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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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第十課‧學生本

死或生？
經文
馬太福音9：18-26；
馬可福音5：21-42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第342、343原

存心節
“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約翰福音11：25

信息
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下永生的上帝。

你是否曾經病得非常非常重呢？是否曾
經病重得連下床都沒有力氣？也許醫生
給藥你吃或為你打針，或是運用儀器協
助你呼吸。我們將要讀一個關於一位女
孩子的故事，她的病連醫生也不能醫
好。
睚魯有一個12歲的女
兒，她患病一段時間了。她
的父母親想盡一切辦法，要
幫助他們的女兒康復。但是她
卻變得更加虛弱。
好父母都會愛他們的孩子，
而且會盡一切所能幫助他們康復。你可以想
像當睚魯的獨生女病得這麼重的時候，他有
多麼難過。他不願意離開她身邊。他一次又
一次地遣人去請醫生及其他有名的、能夠醫
治病童的人前來。但是，沒有人幫得上忙。
後來，睚魯想到了耶穌，那位來自加利利
的夫子。人人都在談論祂所行的神蹟。耶穌
是睚魯最後的希望了。睚魯輕聲地對他女兒
說：“我要找人來醫妳。”睚魯離開家門，
儘快趕去馬太的家中。他知道自己可以在那
裡找到耶穌。
當僕人將門打開，睚魯就衝進去。他說：
“我要立刻見到耶穌！”。然後，睚魯俯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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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穌腳前，直接了當地說：“我的獨生女
病得非常非常的重。她可能快要死了。請祢
到我家去，將祢的手按在她身上，她就會痊
癒了。”
耶穌很高興看見睚魯的信心。祂立即動身
和睚魯一同離去。但是，有大群人聚集在外
頭，等著耶穌從馬太家出來。耶穌出來的時
候，很多人擠住祂，每個人都急著想要靠近
祂。人們互相推擠，也頻頻撞到耶穌。
突然間，耶穌停下來。“是誰摸我？”祂
問道。“主啊，有這麼多人在這裡，你卻問
我們是誰摸祢？”彼得對於耶穌問了這樣一
個問題，感到莫名奇妙。
耶穌環顧四周。最後，一位婦人走了出
來。“是我摸了祢，”她說道，輕輕地啜泣
著。“我患病已經非常久。我一輩子都在試
圖將病治好。我想，只要能夠摸到祢，我就
會痊癒了。”
耶穌感到很高興，因為這位婦女對祂有如
此強烈的信心，祂無法匆匆離她而去。
“妳應當歡喜快樂，”耶穌對她說
道，“因為你對我有信心，你的病已
經痊癒了，平安地回去吧！”在耶
穌和睚魯尚未繼續前行的時候，睚魯
的一個僕人從人群中擠進來。“不用
再麻煩夫子了，”他告訴睚魯，“你的女兒
已經死了。”可憐的睚魯！他那充滿愛的慈
父心，必然因為哀傷而沉重。
但是，耶穌轉向睚魯。“不要擔心，”耶
穌說道，“只要信。”耶穌吩咐彼得、雅各
及約翰跟著祂走。他們一同趕往睚魯的家。
睚魯的家裡擠滿了人，所有的人都在嚎
啕大哭。他們之中有些人甚至根本不認識睚
魯，但是他們一起哀哭，以表示同情。
耶穌吩咐睚魯說：“請他們離開。”“你
的女兒並不是死了。她只是睡著。”
當那些人聽到這些話時，他們感到非常
驚奇，因為他們知道這女孩明明是死了！但

敬

是耶穌沒有理會他們的不信。祂帶著三位門
徒，還有睚魯與他的妻子，進入屋中。
在女孩的房間裡，耶穌站在床邊，伸手拉
著女孩的手說：“孩子，起來！”。
小女孩睜開她的眼睛，並且坐起來。想像
一下當她看見耶穌充滿笑意的雙眼時，她所
綻開的燦爛笑容。她的母親很開心，耶穌對

親子時間
安息日

拜

他們說：“給她一些東西吃。”睚魯的女兒
痊癒了，身體康健起來。
耶穌不僅樂於醫治有病的人，祂也很願意
令人死而復生。祂說：“復活在我，生命也
在我！”（約翰福音11：25）耶穌降臨到
這個世界上，為了拯救我們脫離死亡，並且
將生命賜給我們。我們敬拜的是一位賜永生

星期二

•如果可能的話，與你的家人一起去一座
墓園，閱讀本課的聖經故事。想像一下
當耶穌復臨時，那裡會有的情景。
•在你的聖經中，找到並閱讀約翰福音
11：25。在享有永生前，是不是會有
一些人先死去呢？
•唱一首合適的詩歌。

•你是否能夠想起一次你病得很重的經驗
呢？生重病的感覺為何？
•在靈修時，請你的家人告訴你一次他們
生病然後康復的經驗。一同閱讀詩篇
103：1-3，然後禱告感謝上帝將生命與
健康賜給你們。
•為存心節編一首曲子，然後在靈修中唱
出來，之後為某個生病的人禱告。

星期天

星期三

•與你的家人一同輪流讀，並討論馬可福
音5：21-42中的聖經故事。死亡與睡眠
有哪些相似之處？（第39節）
•討論地球上的各種生物形態。從雜誌上
剪下植物、動物、鳥類、魚類，以及人
類的圖片。將這些圖片貼在一塊木板。
在最上面寫著：“生命從上帝而來。”
•將存心節寫在一張卡紙上，並且將它裝
飾美化。練習說出存心節，然後為生命
的恩賜感謝上帝。

•在今天的家庭靈修時，一同閱讀馬可福
音5：25-29。畫一幅觸摸耶穌衣袍的婦
女的圖，畫睚魯當時在做什麼，請求耶
穌幫助你如同那位婦女一般的信靠祂。
•展示你的存心節卡片，然後唱或唸你的
存心節。

星期一
•與你的家人討論“等待”。你是否曾經
等候過別人呢？你對等待有什麼感覺？
你認為當睚魯必須等待耶穌時，有什麼
感受？
•閱讀詩篇27：14。禱告祈求耶穌協助
你為重要的事情耐心等候，請求祂快快
復臨。
•一起說出你的存心節。

星期四
•與你的家人一起製作一張“祝你康復”
的卡片，送給一位你們認識的病人。
將約翰福音10：10的後半段寫在卡片
上，請一位家人幫你將卡片寄出去。
全家一起計劃在近期內前去探望那位病
人。計劃為他們說出本課的存心節。

星期五
•在靈修時，閱讀馬太福音9：18-26。
•請你的家人協助你將睚魯女兒的故事，
觸摸耶穌衣袍的婦女的故事一同演出
來。
•將你的存心節唱給你的家人聽，也教他
們唱。為那些能夠幫助我們更加認識上
帝的聖經故事而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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