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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其他九個人在哪裡？

其他九個人在哪裡 ？
本月主題：
經文
路加福音17：11-19
；參考資料《歷代願望》
第27章, 350-351頁

敬拜使我們每天都充滿喜樂。

故事大綱
十個大痲瘋病人在耶穌進入一個村子時，呼求祂的憐憫
及醫治。祂吩咐他們去將身體給祭司察看。他們遵照耶穌的
指示，憑信心而行，就在前去找祭司的路上痊癒了。他們當
中只有一個人，一個撒瑪利亞人，回去感謝耶穌醫治了他。

存心節

耶穌既高興又難過 — 高興的是，一位被治癒的痲瘋病人記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

得將榮耀歸給上帝，而難過的是，其餘的九個人都沒有這樣

和華，不可忘記祂的一切
恩惠！祂赦免你的一切
罪孽，醫治你所有的疾
病。”詩篇103：2、3

做。

這是關於敬拜的教導
敬拜是對上帝恩典及大能的回應。那十個痲瘋病人全都
分享了上帝的恩典及醫治大能，卻只有一個人以感恩及讚
美來敬拜祂，作為對上帝恩典的直接回應。

目的
孩子們可以﹕
知道我們以對上帝的感恩
來敬拜祂。
感受渴望讓上帝聽見他們
的讚美。
回應將上帝為他們所做的
一切與他人分享。

教師補充材料
“痲瘋病人遠遠站開。”至少有一份官方聲明如此規
定，當一個痲瘋病人站在一個健康人士的迎風處時，他應
當至少站在距離50碼（62公尺）遠的地方。沒有什麼比
這個更能顯示痲瘋病人生活中的徹底孤絕處境。
當那個撒瑪利亞人返來時，耶穌說道：“你的信心讓
你痊癒。”，或是“你的信心救了你。”（請看馬太福音
9：22；路加福音7：50、8：48，知道耶穌說這句話的

信息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是
在敬拜祂。

其他情景。）這句話的含意是，這位撒瑪利亞人除了領受
到身體的醫治外，亦經驗到救恩。

教室佈置
請參見第九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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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歡

迎

預備活動

時

間

動

在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列出
各種不同語言的“謝謝你”

B．沒有拇指的接力賽

膠布或繃帶、球或紙團、鉛
筆、紙

交誼

無

頌讚

詩歌本

＜10分鐘 聖工

收捐箱

禱告

歌本、禱告日誌

體驗故事

布繃帶或廁紙、剪刀

聖經課程

分

享

《兒童聖工消息》

奉獻

＜20分鐘 存心節

課程應用

所需材料

A．以各種語言感謝祢
＜10分鐘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活

在門口歡迎學員，聆聽
持續進行
無
他們開心或煩惱的事情

聖經、鈴鼓或可打節奏的樂
器、將存心節寫在大家都看得
到的地方

聖經研究

聖經

A． 感恩圓圈

將詩篇103：2、3寫在一張海
報上

B．角色扮演

無

＜15分鐘

＜15分鐘 耶穌，謝謝你

可打節奏的樂器、紙、鉛筆、
詩歌本、大張的圖畫紙、彩色
筆、蠟筆、信封及郵票、有劃
線的紙、圖畫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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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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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各種語言感謝祢 你需要：
告訴孩子們：世界上有許多 □在大
以動作和言語表達“謝謝你”
家都看
的方法。讓我們來試試看，以
幾種不同的語言來說“謝謝
你”。協助孩子們唸出所列的
清單。
英語		

Thank you

伯恩語		

得到的
地方，
列出各
種不同
語言的
“謝謝
你”

Tremacassi
西班牙語		

Gracias

印度語		

Dhan-nya-wadh (dun-

ya-vahd)
法語		

Merci

非洲語		

Dankie

菲律賓語		

Selemat po

日語		

Arigat Gozaimasu

德語		

Danke (dahn-ka)

总結
告訴孩子們：上帝習慣聽到人們以各種不
同的語言對祂說“謝謝祢”。你們剛剛只是
聽到了祂所經驗的一些樣本而已。你們也應
當常常讓上帝聽到你們用自己的語言對祂表
達讚美。
說：今天的信息是：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
是在敬拜祂。

B．沒有拇指的接力賽
將孩子們分成兩人一組，其
中一人的大拇指與另一人的手
掌用膠布貼在一起。（成年人
視需要提供協助。）然後再將

你需要：
□膠布或
繃帶
□球或紙
團
□為各組
準備鉛
筆和紙

他們分為幾隊，進行下列的接力賽。每隊有
一位隊長。如果孩子們覺得接力賽過於簡
單，讓他們將另一隻手固定在他們的背後。

紙團接力：隊員先列成直行。隊長將球或
紙團拋給第一位隊員。他要將紙團接住，並
且將它拋回去給隊長，然後蹲下或跑到隊伍
的最後面去。隊長與下一位隊員接續進行同
樣步驟，直到最後一位隊員將紙團回拋給隊
長為止。

簽名大賽： 在大拇指仍然被貼住的狀態
下，隊長寫下自己的名字，然後將鉛筆和紙
傳給隊伍中的下一位隊員。每位隊員輪流在
紙上簽下自己的名字，最後一位隊員將紙拿
給教師。
解開他們的膠布，重新進行這兩項接力
賽。

总結
問：能夠再次使用自己的大拇指，你們
覺得怎麼樣？告訴孩子們：痲瘋病人通常會
失去他們的手指和腳趾。痲瘋病侵襲他們的
身體、剝奪他們所有的感覺，所以他們很有

110

敬

拜

可能傷到自己的手指或腳趾卻不自知。傷口

行討論。你們今天要為了什麼事情讚美上

逐漸形成潰瘡，最後將手指或腳趾的一部份

帝？讚美是一種很好的敬拜上帝方式。大

侵蝕掉。一位失去一根手指的痲瘋病人者會

聲唸詩篇9：l、2。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信息

有什麼感受？想像一下，當他再度能夠使用

所表達的意思。

自己的雙手時，會有什麼感覺？讓孩子們進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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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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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選擇合適的詩歌。

聖

工

兒童聖工消息中的故事。

奉

獻

一起禱告，請求上帝使用這些捐款來使別人更認識上帝，好 你需要：
讓他們像你們班上的小朋友一樣感恩。
□收捐箱

禱

告

將班上的“禱告日誌”中，所有已獲得解決的請求事項或問題紀錄下來。
（見第八課）。唱一首感恩詩歌，然後一同說出這首詩歌的歌詞作為禱告。
鼓勵每位小朋友說一句禱詞，為某件特別的事情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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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所有感覺麻木的疾病。這種病會從手指和腳

體驗故事
在進行這個互動故事的準 你需要：

趾，有時甚至從臉上發起。由於痲瘋病人[高

備工作時，將自己的一隻手 □一卷衛生

舉纏著繃帶的手，大叫“不潔！不潔！”] 什

紙或布繃
帶
發給孩子們一截衛生紙或繃
□剪刀
帶，將他們的手纏起來，用

麼都感覺不到，他們常常會傷到自己的手指和

拇指將它固定。當講到耶穌的時候，將綁了繃

潔！”所能做的事，僅是將他們的手用纏帶纏

帶的手放到背後去，並請孩子們也這麼做。

住[舉起你纏著繃帶的手。]

用布繃帶或衛生紙纏起來。

向孩子們解釋，當他們聽到下列字眼時，要

腳趾，然後傷口嚴重發炎，逐漸腐爛。而痲
瘋病人[高舉纏著繃帶的手，大叫“不潔！不

沒有人願意靠近痲瘋病人[高舉纏著繃帶的

手，大叫“不潔！不潔！”] ，因為大家都怕

作出下列的回應：
當他們聽到：

他們要做：

被傳染痲瘋病[高舉纏著繃帶的手，大叫“不

纏著繃帶的手

舉起他們“纏著繃帶”的

潔！不潔！”]。所以，他們必須大叫“不

		

手

潔！”，以警告人們保持距離。

痲瘋病人或痲瘋病 高舉他們“纏著繃帶”的

這十個痲瘋病人[高舉纏著繃帶的手，大叫

手；大叫“不潔！不潔！

“不潔！不潔！”] 悲慘的景象，觸動了耶穌

”

慈愛的心。因此，祂對他們說：“去吧，把你

		

故事內容
有一天，當耶穌與祂的門徒快要進入一個

們的身體給祭司察看！”[將纏著繃帶的手放

在背後。]

村子時，十個人呼喚祂。這十個人舉起他們纏

那時這些人可能對耶穌感到失望。祂為什麼

著繃帶的手[舉起你纏著繃帶的手] ，並且呼喊

不走過去，並且當場將他們治好呢？但是他們

道：“耶穌，夫子，可憐我們吧！”[鼓勵孩

隨即醒悟到，祂為什麼要遣他們去見祭司。

子們重复你所說的話。]
[將纏著繃帶的手放在背後] 耶穌環顧四周，

痲瘋病人[高舉纏著繃帶的手，大叫“不
潔！不潔！”]知道從摩西時代所傳下來的古

看到這十個人。祂看見他們纏著繃帶的手[舉

老法律，要求痊癒的痲瘋病人[高舉纏著繃帶

起你纏著繃帶的手] 。在不遠之處，耶穌也注

的手，大叫“不潔！不潔！”] 將他們的身體

意到他們居住的簡陋棚屋。那些和耶穌在一起

給祭司察看。如果祭司宣佈他們已經痊癒了，

的人也注意到這些事情。門徒們低聲說：“痲

大家就會歡迎他們返回他們的村子，他們就可

瘋病人！”[高舉纏著繃帶的手，大叫“不

以再度與家人住在一起。“我們還等什麼？”

潔！不潔！”] ，然後他們等著看耶穌會怎麼

他們可能彼此問道。他們轉身，蹣跚地跑去最

做。[將纏著繃帶的手放在背後。]

近的會堂。碎布片從他們纏著繃帶的手[舉起

痲瘋病[高舉纏著繃帶的手，大叫“不潔！

不潔！”] 是一種會改變皮膚的顏色，並且讓

112

你纏著繃帶的手]飄揚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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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將碎布從他們纏著繃帶的手上撕下來[等所

潔及不可觸踫的人？（非常貧窮的人、愛滋

有的小朋友將廁紙或繃帶從手上撕下來。] 他

病患者、愛滋病童、流浪漢、衣衫襤褸的孩

們真的被治癒了！看見這個情形時，他們跑得

童…等等。）

更快了。他們之中九個人是如此，但是一個人
慢慢停了下來，然後轉身向耶穌跑去。
這個人是個撒瑪利亞人。他比其他人更是不
幸，人把他視為社會的渣滓，因為他是個討厭

如果讓你們彷彿成為不可觸摸之人的某
件事物被除去，你們能變得跟其他所有人一
樣，你們會有什麼感受？你們會想做些什
麼？（大笑、慶祝、讚美上帝）

的撒瑪利亞人，而且又由於是痲瘋病人[高舉

上帝對我們這麼好。祂救我們脫離罪。罪

纏著繃帶的手，大叫“不潔！不潔！”] ，更

比痲瘋病更糟糕。你們要為上帝對你們的愛

被人厭棄、驅逐。這個撒瑪利亞人確是在兩方

做些什麼？給孩子們充分的討論時間。請和

面被視為不潔。

我一起說出今天的信息：

儘管這個撒瑪利亞人多麼想去找祭司，然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後能夠被宣判同其他人一般健全，他仍然轉過
身，回頭去找耶穌。他跪在耶穌的腳前。
“謝謝你，”他輕聲地說道。然後興奮地

存心節

的眼睛閃耀著光芒。很少人留下來，與祂分享

告訴孩子們：我們讚美 你需要：
及敬拜上帝的方法之一， □鈴鼓或可打

他們的感恩。很少人在得到醫治時，讓祂聽到

就是透過音樂讚美敬拜

大聲說：“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耶穌

美上帝嗎？”然後耶穌說：“起來，走吧！由

節奏的樂器
□將存心節寫
祂。我們今天的存心節，
在大家都看
是取自詩篇，也就是讚美
得到的地方
詩歌。我們不用唱，但
□聖經
是要很有節奏地唸這個經

於你的信心這麼大，你已經得救了。”喜樂湧

文。

他們充滿喜樂的讚美與敬拜。“潔淨了的不是
十個人嗎？”耶穌問道。“其他九個人在哪裡
呢？難道只有這個撒瑪利亞人，懂得感謝及讚

在這個撒瑪利亞人的心中，他以一顆充滿感恩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

的心敬拜上帝。

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

总結

的一切疾病。（詩篇103：2、3）

問：村民怎樣對待那個撒瑪利亞的痲瘋病

請孩子們很有節奏地複述存心節數次，然

人？（彷彿他是骯髒的，他們不能踫到他。）

後遮住或擦掉一個字詞，接著再唸一次。重

當你們生病的時候，媽媽會為你們做什麼

复進行活動，一次擦去一個字詞，直到所有

事？（摸摸額頭的溫度、量體溫、要我們臥床

文字都消失為止。

休息、準備適合我們吃的食物）在那個時代，
如果你們患了痲瘋病，你們的生活會變成什樣

聖經課程

子？（失去感覺；失去觸覺；需要自己照顧自

選三個孩子（若孩子們尚未 你需要：
具備閱讀能力，選擇成年人進 □聖經

己）在我們現今的社會中，什麼人被當成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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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讀出路加福音17：11-19中所記載的
本課聖經故事，指派閱讀段落如下：

总結
問：當有人對你們說“謝謝你”的時候，你

第一個孩子

故事中旁白的部份：

們有什麼感受？（感覺很好、很高興他們認同

		

11、12、13前段、14前

或看重我所做的事情、心滿意足…等等。）當

		

段、14後段、15、16、

你們為某件事情感謝上帝時，你們認為上帝會

		

17前段、19前段

有什麼感受？（高興、滿意等。）我們可以用

第二個孩子

痲瘋病人所說的話：

哪些方法感謝上帝？（禱告、唱歌、用我們的

		

13後段

行動感謝祂。）我們今天的信息告訴我們什麼

第三個孩子

耶穌所說的話：

事？讓我們記住：

		

14中段、17、18、19後

		

段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課程應用
A．感恩圓圈

你需要：
□把詩篇
圍著你繞一個圓圈坐著。（若
103：
人數較多：請孩子們圍著他們
2、3寫
在海報
的成年人協助者坐。）一起唸
上
詩篇103：2、3。
請每個人找一位朋友，然後

成年人說出詩篇103：2、3的第一個字，
然後沿著圓圈以順時針方向輪下去，每位小
朋友說出下一個字。如果有人失誤，教師可
以提示他或她，但全組要從頭來過。持續進
行這個遊戲，直到全組將這段經文完整唸出
來為止。
再次沿著圓圈進行一次遊戲。這一次，每
人要告訴他們左側的人，他們欣賞或佩服對

凱利：我感謝上帝賜給我強壯的雙腿，還
賜給我一位教導我如何和踢出直球的父親。

总結
請孩子們承諾在別人讚美他們的時候，要
謝謝讚美他們的人，並且歸榮耀給上帝。讓我
們記住今天的信息，並且一起說出來：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B．角色扮演
協助孩子演出下列的情景：
1. 說：你們從外面進來，又熱又渴。老師給你
們喝一杯飲料，你們會怎麼做？（喝掉飲
料；道謝）問：誰才是真正提供水的人？我
們是不是也應該感謝耶穌呢？

方的哪一點。獲得讚美的小朋友，要表達他

2. 說：你們第一次在拼字考試中，取得了良好

們對耶穌的感恩，因祂幫助他們或賜給他們

的成績。你們的朋友也對他們的成績感到很

這份特質。

滿意。當你們彼此道賀的時候，你們會說些

例如：

什麼？（謝謝你；我在學習的過程中獲得別

孩子甲：我很欣賞凱利對足球的精通。

人的幫助；耶穌幫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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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感謝祂，因為…

总結
說：在你們身上所發生的每一件好事，都給了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你們一個敬拜上帝的機會。我們每一次都要

分享
耶穌，謝謝祢
指定課室內的三個區域，讓
孩子們在那裡進行一些讚美上
帝的活動。在各個區域旁邊的
牆壁上，貼一張代表那項活動
的圖畫標示（請參見下表）。
在各區域安排一位成年人協助
孩子們。
告訴孩子們：我們希望其
他人也能夠因上帝為他們所做
的一切而感謝祂。因此，請你

总結

你需要：
□可打節
奏的樂
器
□白紙及
有劃線
的紙
□美工材
料
□信封及
郵票
□歌集

當活動結束時，請所有孩子集合，展示
並分享他們的讚美。大聲唸詩篇103：2、
3（本課的存心節），並請孩子們跟著你
唸。
說：懷著讚美敬拜上帝，讓我們感到充
滿喜樂。上帝喜愛我們的讚美。讚美是告
訴上帝我們多麼的感恩。讚美即是敬拜。
我們希望別人也讚美上帝。因此，讓我們
在這個星期中，與別人分享我們剛剛做好
的作品。我們今天學到：

們選一樣自己想要進行的活
動，然後去找你們所選定的區域中的成年人
協助，他們會幫助你們開始進行活動。在你
們進行活動時，想一個你們希望分享感恩的
人，然後與同組的小朋友討論。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讓我們再一起說一遍。

結束
以禱告作結束，為今天的安息日學中，
大家所享有的福份感謝上帝。

圖畫標示
音符

使用物品

活動

可 打 節 奏 的 樂 器 、 紙 、 鉛 孩子們唱一首讚美詩，以詩篇9：1、2的經文
筆、歌集
蠟筆
大張的圖畫紙、彩色筆、蠟
筆
郵票

為基礎，創作一首讚美詩歌。
孩子們製作可以掛在教堂走廊上的裝飾墻報。
壁報以對上帝的感謝為主題，感謝祂為他們所
做的一切。

鉛筆、有劃線的紙、信封、 孩子們寫一封信給一個朋友或親戚，告訴他們
郵票

上帝為他們所做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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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第十一課‧學生本

其他九個人在哪裡？間後，痲瘋病人要再回去找祭司。如果傷口
沒有痊癒，祭司就會宣佈這個人是不潔的，
經文
路加福音17：11-19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第262-266、348頁

存心節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的
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所有
的疾病。”詩篇103：2、3

信息
當我們感謝上帝時，就是在敬拜祂。

你是否曾經出過水痘？如果有，你大概
有很長時間必須留在家裡，不能上學。
如果你上學，別的小朋友可能會被你傳
染。這是因為水痘是有傳染性的，人很
容易得到這種病。在今天的故事中，我
們將會讀關於十個患有一種傳染病的人
的故事。
有一天，耶穌與祂的門徒正向
著耶路撒冷行走。他們走在加利
利與撒馬利亞邊境的一條路上。
正當他們要進入一個村子時，十
個人呼喊道：“耶穌，夫子，
可憐我們吧！”
耶穌環顧四周。祂看到搭建在
村子外面，給痲瘋病人住的簡陋棚屋。祂看
到這些人穿著破爛的衣服。祂也看到他們手
上和腳上都包著繃帶。耶穌立刻明白這些人
是痲瘋病人。當耶穌看到這些痲瘋病人時，
祂感到非常的難過。祂知道他們很想痊癒。
耶穌來到這個世界之前很久的時代，摩西
已經頒布了一些關於痲瘋病的規矩：出現第
一個潰爛傷口當痲瘋病人的皮膚時，他必須
去將傷口給祭司察看。祭司會非常仔細的檢
查潰爛的傷口，之後便打發他走。過一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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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患了痲瘋病。
痲瘋病人必須住在村外。除非傷口全部痊
癒，否則不可以回家。而儘管痲瘋病人盼呀
盼的，痲瘋病卻不會痊癒。
九個痲瘋病人是猶太人，另一個是撒瑪利
亞人。他們聽說過許多關於耶穌的事情。他
們將手伸向耶穌，請求祂幫助他們。
“去吧，把你們的身體給祭司察看！”
耶穌說道。當時，這些痲瘋病人可能感到失
望。但是他們隨即醒悟到耶穌為什麼要遣他
們去見祭司。痲瘋病人知道他們必須將自己
的身體給祭司察看。如果祭司宣佈他們已經
痊癒，大家就會歡迎他們返回他們的村子，
他們就可以再度與家人住在一起。
“我們還等什麼？”他們一面趕去找祭
司一面說。他們感到自己的手和腳開始有感
覺，潰爛的傷口不見了。他們真的被治癒
了！
儘管那個撒瑪利亞人非常想與其
他九個人一起去找祭司，但他停下
來，轉身向著耶穌跑回去。他跪在
耶穌的腳前，讚美、感謝上帝。
“謝謝你，”他輕聲地說道。他感
激萬分地大聲說：“謝謝你、謝謝
你。謝謝你！”
耶穌的眼睛閃耀著光芒，很少被祂
幫助過的人真正向祂感恩。
他望向通往村子的路，看那九個趕著前進
的猶太人。“被潔淨了的不是十個痲瘋病人
嗎？”耶穌傷心地問道。“其他九個人在哪
裡呢？難道只有這個撒瑪利亞人懂得感謝及
讚美上帝嗎？”
然後耶穌轉向那個撒瑪利亞人，說道：
“起來，走吧！由於你的信心大，你已經得
救了。”喜樂充滿了這個人的心。他以一顆
充滿感恩的心敬拜上帝。

敬

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你的家人一起閱讀本課的聖經故事
“其他九個人在哪裡？”如果可能的
話，與一位病人分享這個故事。
•試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然後將存心節唸
給一位家人聽。

星期天
•在今天的家庭靈修中，閱讀路加福音
17：11-19中所記載的本課聖經故事。
•為一位病人製作或尋找一份小禮物。用
一些漂亮的圖片作為包裝紙。將存心節
寫在包裝紙上。制定計劃遞送或寄出這
份禮物。
•唱一首合適的詩歌。
•為你的健康感謝上帝。

星期一
•在靈修時研讀路加福音17：15、16。
你認為路加為什麼要提到第十位痲瘋病
人是撒瑪利亞人？閱讀使徒行傳10：
34、35。
•你有沒有來自其他國家的朋友？他們是
誰？在地圖上找出他(她)的國家。在今
天為他們禱告。
•繪出你的手型或腳型，將它剪下來。將
存心節寫在剪下來的紙型上，然後教導
你的家人認識存心節。

星期二
•請你的家人協助你製作一隻笛子。找一
隻厚紙管（如：衛生紙或廚房紙巾中心
的紙管）。在一端以橡皮筋綁住一片蠟
紙。對著你的笛子哼出你最喜愛的讚美
詩歌。請你的家人在你“演奏”你的笛
子時，唸出本課的存心節。
•閱讀羅馬書1：21、22。當一個人忘

拜

記感謝上帝的賜福時，可能會發生什麼
事？你今天享用了哪些福份？為此感謝
上帝。

星期三
•在家庭靈修時，談談一次你病得很重的
經驗。你生的病有哪些與痲瘋病相似及
相異之處？是誰幫助你恢復健康的？當
你禱告的時候，為醫療照護及健康的恩
賜感謝上帝。
•在不使用大拇指的情形下，寫出你的名
字。然後為你受造的狀態感謝上帝。
•運用你所剪下的手型或腳型來複習存心
節。

星期四
•與你的家人一同閱讀路加福音17：
17。你們認為那九個痲瘋病人為什麼沒
有感謝耶穌？在下面列出三件你所感恩
的事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在就感謝耶穌。想像自己就像是那個
充滿感恩的痲瘋病人一樣，俯伏在耶穌
腳前。

星期五
•在家庭靈修中，進行“讚美馬拉松”。
不停地唱出讚美詩歌。輪流想出一首詩
歌。試著在上一首詩歌唱完時，儘快開
始唱下一首。持續進行，直到你們想不
出新的詩歌為止。讀出詩篇138：1及
145：1、2作為禱告。
•製作一本“家庭福份本”。在每週五晚
上，記錄你們家在過去一週中所享用的
福份。彼此牽手，並且為這些福份感謝
耶穌。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