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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課‧明亮的光

明亮的光
本月主題：
敬拜使我們每天都充滿喜樂。
經文
馬太福音17：1-13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第46章

故事大綱
耶穌帶領彼得、雅各，及約翰登上高山。在那裡，耶穌在
三位門徒面前變像，耀眼的光芒充滿（复蓋）全身。摩西和
以利亞顯現，與耶穌說話。彼得非常激動，提出要蓋三座棚
子給摩西、以利亞，和耶穌。上帝的聲音從明亮的雲彩中傳
出，使門徒們感到害怕，俯伏在地上。不久，光線淡去，耶
穌再度出現在門徒身旁。他們下山時，耶穌吩咐他們，在祂

存心節
“你們要常常靠主喜樂！我
再說，你們要喜樂！”
腓立比書4：4

復活前，不要將他們看見的告訴別人。

這是關於敬拜的教導
形像的改變，使人短暫地瞥見耶穌的真實身份 — 全能
的上帝。這是來自天父上帝令人敬畏的確證，確定耶穌為
全人類所做的一切，以及即將要做的一切。敬虔、喜樂的
敬拜，是人類對上帝的同在及愛唯一的恰當回應。

目的
孩子們可以﹕

教師補充材料
“正如上帝的聲音在西乃山上的雲層中傳出，奠定了

知道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祂所訂立的律法之權柄（出埃及記19：9），上帝在耶穌

感受敬拜的喜樂。

形像改變時所傳出的聲音，為耶穌的話語賜下了權柄。”

回應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表
達敬拜的喜樂。

（《生活應用聖經》原文第1642頁）。
以利亞和摩西的顯現，與猶太人對彌賽亞的期盼相符，
他們相信摩西會伴隨以利亞一同顯現。
“門徒確信摩西和以利亞是上帝派來保護他們的夫子，
堅定祂的王權的。”

信息
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但冠冕之前必先有十字架。摩西和以利亞同耶穌討論
的，不是基督登基的加冕禮，而是他將要在耶路撒冷去世
的事。…天上差來的兩個使者，不是天使，而是忍受過痛
苦憂傷，在救主地上生活的考驗中同情、諒解他的人。摩
西和以利亞…像耶穌一樣有救人的熱誠。…上帝沒有差他
寶座周圍的天使，卻選這兩個人和耶穌談論有關他受苦的
事，告訴他天國同情他，并予以安慰。世界的希望和每個
人的得救，是他們會談的要旨。”（《歷代願望》第4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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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拜

教室布置
請參見第九課。

節目概覽
課堂環節

歡

迎

時

間

持續進行

活

動

在門口歡迎學員，聆聽
他們開心或煩惱的事情
A．萬道光芒

預備活動

Any
Time

讚美和祈禱

聖經課程

課程應用

分

享

所需材料

＜10分鐘 B．在黑暗中發光

兩面鏡子、蠟燭、火柴、 聖經
以鋁箔紙包裹的小球、手電
筒、聖經

交誼

無

頌讚

詩歌本

聖工

《兒童聖工消息》

＜10分鐘 奉獻

蠟燭或手電筒、火柴、代表捐
款目的地的收捐箱

禱告

-- 禱告日誌、蠟燭或手電筒、
火柴

體驗故事

存心節

掛在一根繩子或框架上的白布
單、三套聖經時代的服飾、一
具明亮的日光燈、事先錄好的
“上帝的聲音”
聖經

聖經研究

聖經

A．噓！聽！

哨子、寧靜的音樂的錄音帶或
CD、收錄音機、聖經

B．敬拜回應中的喜樂

每個孩子一隻小梳子，以及一
張4x4的蠟紙或面紙

“我敬拜上帝”吊飾

每個孩子一個小紙盤或一張直
徑6吋的圓形厚紙片、線或繩
子、圖畫紙、彩色筆、剪刀

＜20分鐘

＜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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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門口歡迎孩子們。問他們這個星期過得如何：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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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選擇最適合情況的預備活動。

A．萬道光芒
將兩面鏡子，一面在上，
一面在下，以垂直角度放
好，然後將課室的燈關掉。
點燃蠟燭，並且將它拿近鏡

但是如果我們用手電筒照這顆球，它會將光
線反射到整個課室。示範給孩子們看。

你需要：
□兩面鏡子
□一隻蠟燭
□火柴
□聖經

总結
唸哥林多後書3：18。問：當我們敬拜上
帝時，我們會發生什麼事？（祂會使我們的
心充滿喜樂。）唸腓立比書4：4。如果我

子。欣賞鏡子裡會出現的多

們想要時時充滿喜樂，我們應當同時做什麼

重反光。除非鏡子面積較大，否則孩子們可

事？（敬拜）我們今天的故事，是關於有一

能需要坐著才看得到。

次，耶穌的門徒看見一道非常明亮燦爛的

总結

光，帶給他們極大的喜樂。今天的信息是：

唸詩篇89：15、16。如果蠟燭沒有點
燃，鏡子看起來會是什麼樣子？（一片漆
黑）當你們看見這些光芒時，你們有什麼感
覺？（更明亮、高興、很喜歡）我們可以從
這個活動中，學到哪些關於上帝和自己，以
及敬拜的事？（上帝就是光；當我們敬拜耶
穌時，我們就享有祂的光；光使我們充滿喜
樂。）我們今天的故事，是關於有一次，耶
穌的門徒看見一道非常明亮燦爛的光，帶給
他們極大的喜樂。今天的信息是：

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B．在黑暗中發光

你需要：

用鋁箔紙將小球包住。將 □小球
課室所有的燈關掉，並且要 □鋁箔紙
孩子們看著那顆球。問：球
有在發光嗎？（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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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電筒
□聖經

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敬

Any
Time

交

誼

讚美和祈禱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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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一個《兒童聖工消息》的故事。

奉獻
以一個能夠代表本季捐款目的地的收捐箱，來收取奉 你需要：
獻。在收捐時點一枝蠟燭。告訴孩子們：借著奉獻我們的 □收捐箱
捐款來支持聖工，我們可以幫助上帝將祂愛的光芒散播出 □手電筒或蠟
去。

燭及火柴

禱告
在禱告之前，討論孩子們需要什麼，好讓耶穌使他們的 你需要：
生命如祂一般發光。在你禱告的時候，點一隻蠟燭（睜著 □禱告日誌
眼睛！）或打開手電筒。將請求、擔憂及回應紀錄在“禱 □蠟燭及火柴
告日誌”上。然後邀請孩子們輪流為某位目前生活處於黑

或手電筒

暗中的人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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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程
體驗故事
角色陣容
耶穌、摩西、以利亞，上帝的聲音。
場景佈置
在課室前方設置好一張掛在繩子或框架
上的白布單，距離牆壁2碼（2公尺）遠。

接著，你們看到兩個人，他們亦散發著明
亮的光芒。他們站在那裡，與耶穌交談。不
知怎麼的，你們覺得自己認識他們。
“以利亞？摩西？”你們輕聲揣測說道。
然後你們確實知道，以利亞和摩西真的降臨
了，他們在與耶穌談話。

三位演員身著戲服，站在白布單後面。在

你們瞪著雙眼看前面發生多麼奇妙又美好

他們身後架設一具明亮的日光燈，將他們

的事情！這是如此的奇妙美好，簡直美好的

的輪廊剪影投射到白布單上。在故事中恰

不像真的一樣！彼得非常興奮，他覺得自己

當的時機，將燈打開及關上。

要做些事情來慶祝。他能夠做些什麼，來表

事先錄好“上帝的聲音”，說道：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
他！”（馬太福音17：5）。

達自己的喜悅呢？
“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彼得興奮
地說：“你願不願意讓我們在這裡搭三座棚
子？一座為你、一座為以利亞，另一座為摩

故事內容

西？”

在忙碌的一天即將結束時，門徒們準備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一朵光明的雲彩降

要休息。你們可以假裝自己是門徒，在你

了下來，遮蓋一切。眩目的光芒將雲朵中水

們的椅子上輕鬆坐著。但是，正當你們要

氣所凝結成的小水滴，轉變為成千上萬的鑽

安頓下來時，耶穌叫你們三個 — 彼得、雅

石。它們飛舞著，閃耀著七彩的光芒。在這

各，與約翰。“來，跟我到山上去，”祂

讓人眼花撩亂的美麗中，上帝的聲音說話

說。

了。[播放事先錄製好的“上帝的聲音”。]

你們會去嗎？當然會。所以你們跟著耶
穌，爬到山上。
在山頂上，你們感到很納悶，不知道耶
穌為什麼要帶你們到那裡去。但是，突然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聽
他！”（馬太福音17：5）。這個聲音響亮
而低沈，震動了山嶺。
你們這些門徒們害怕的俯伏在地上，閉上

之間，你們盯著耶穌看。[以手勢指向白布

眼睛。[將泛光燈關上。]

單。]耶穌在你們眼睛面前，形像變化嘞

然而，你們感受到耶穌正輕拍著你們。
[走到孩子們當中；輕拍每個人的肩膀。]
“起來，”耶穌說道。“沒有什麼好怕
的。”[孩子們站起來，環顧四周。]
你們坐起來，揉著眼睛。彼得和約翰站起
來。摩西和以利亞不見了。耀眼的光芒淡去
了。耶穌帶著你們走下山。
“不要將你們今晚所看到的事情告訴任何

了，你們嚇呆了。[打開泛光燈。]
一道來自天上的耀眼光芒，照射在耶穌
身上。祂的面容發光，像反射在玻璃上的
陽光一樣明亮。祂的衣服看起來像是，國
王穿著全新的緞袍。衣袍的褶子閃耀著七
彩的光芒。光芒是如此的耀眼，你們都呆
了，連眼睛也不敢眨，唯恐錯失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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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我還沒有復活前不要講。”耶穌告訴
你們。
當你們走回去，與其他的門徒們會合時，

拜

天，和其他所有愛上帝的人一 你需要：
起敬拜祂。你們來到教堂，這 □聖經
是一個有別於其他場所的特別

你們知道在有生之年，你們將永遠不會忘

地方，讓我們在這裡敬拜上帝。上帝賜給我

記，當耶穌站在明亮光芒中，改變形像時的

們這個特別的日子及地方，好讓我們得以實

榮耀。你們將永遠記住自己見證到的榮耀，

實在在的聆聽祂的話，並且專注於敬拜祂的

以及在上帝的眼前，你們有多麼的興奮。

喜樂中。

总結

當我們敬拜上帝的時候，我們將會充滿

在你問孩子們下列問題時，給他們充分

喜樂，有時是靜默的，卻 总 是敬虔的。

時間回答：你們認為耶穌為什麼只帶三個門

（“敬虔”的意思是“表達尊崇或敬意”）

徒到山上去？請一個孩子唸馬可福音14：

讓我們運用我們的聖經，來學習更多敬拜上

33。祂所揀選的三個門徒 — 彼得、雅各，

帝的方法。

和約翰 — 將會目睹祂在客西馬尼的掙扎。

將孩子們分成四組，每組請一位成人協

耶穌改變形像的記憶，將會給他們安慰（見

助他們。將下列聖經章節分別指派給各組。

《歷代願望》第46章）。

馬太福音17：1-8

如果你們看見耶穌與兩位世界著名的領

彼得、雅各，和約翰在耶穌改變形像時，是

袖在一起，你們會想做些什麼事？彼得到底

喜樂、靜默，與敬虔的。

有沒有搭三座棚子呢？為什麼？（沒有，因

詩篇16：11；21：6；89：15、16

為耶穌吩咐他們不要將看見的告訴別人。）

大衛王在主裡找到喜樂。

當我們在主裡喜樂的時候，我們會怎麼做？

哈巴谷書2：20；詩篇46：10

（唱歌、禱告、告訴別人、幫助別人、奉獻

在主裡要保持靜默。

捐款…等等。）讓我們記住今天的信息：

利未記19：30；26：2；希伯來書12：28

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要對上帝的聖所保持敬虔，並以虔誠、敬畏
的心敬拜祂。

总結

存心節

問：當我們敬拜上帝的時候，要怎麼樣

將孩子們分成兩組，以下述方式教授存心
節。

才能夠同時保持喜樂、靜默，與敬虔呢？
（這些都是敬拜上帝的一部份。例如：在教

第一組所有人

你們要常常靠主喜樂！

堂裡，我們透過在崇拜聚會時的部份過程中

第二組所有人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唱詩歌，得以充滿喜樂地讚美祂。我們也有

所有人

腓立比書4：4

一段聆聽的時刻，在那個時刻我們打開雙耳
及心靈，聆聽祂要透過讀經及講道告訴我們

聖經研究
告訴孩子們：今天是安息天，是一個被上
帝分別為聖的特別日子，讓我們可以在這一

的信息。在整個敬拜的過程中，我們都是敬
虔的，知道自己正與上帝同在。）讓我們記
住今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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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課程應用
A．噓！聽！

樂，幫助你們專注默想我們奇妙美好的上

將孩子們分成三組。對 你需要：
每位小朋友輕聲耳語出秘 □哨子

帝。想想你們有多麼快樂，因祂現在正與你

密的遊戲規則。吩咐第一 □寧靜的音樂
組盡他們所能的大聲唱出
的錄音帶或

這裡來。

合適的歌曲；吩咐第二組

CD

們同在。當音樂停下來的時候，請你們回到
在孩子們靜下來之後，播放兩到三分鐘
的敬拜音樂。然後將音樂關掉，叫孩子們回

大聲的談論他們最喜歡的

來集合。

食物；吩咐第三組做青蛙 □錄音機

总結

跳（或跳上跳下）30次， □聖經

問：與上帝同在，度過寧靜的時光，你

在他們跳的時候大聲的計數。然後大叫“開

們有什麼感覺？你們快樂嗎？當你們在家的

始！”，並且讓這場混亂開始發生。大約

時候，你們可以在哪裡與上帝一同度過寧靜

30秒後，吹你的哨子，並且宣佈時間到。

的時光？給孩子們時間回答。當你們在學校

总結

的時候，你們要怎麼與上帝一同度過寧靜的

問：有沒有哪一位第一組和第三組的小

時光？我們是否总 是必須獨處，才能夠讚

朋友能夠告訴我，第二組的小朋友在講些什

美上帝？你們什麼時候希望與家人一起敬拜

麼？（大多數的小朋友不會知道。）你們為

上帝？與你們的朋友一起敬拜上帝？如果你

什麼沒有辦法告訴我他們在說什麼？（有太

們在自己寧靜的角落很快樂，你們就是在敬

多其他的噪音了。）

拜上帝了，因為…

請一位小朋友唸馬太福音17：5。告訴孩
子們：這個章節告訴我們要聽耶穌的話。我
們必須怎麼做，才能夠聽見耶穌，我們的上

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請和我一起說一遍。

帝的聲音？讓我們一起來讀詩篇46：10。
給孩子們充分的時間找到這個章節。成人視
需要協助他們。是的，我們必須要休息（靜
默），才能夠聽見上帝的聲音。我們通常都
太過忙著講話和做其他的事情，以致沒有辦
法聽見祂的聲音。現在，我們要來為上帝空
出一段寧靜的時間。

B．在敬拜回應中得喜樂
將梳子以及用來蓋住梳 你需要：
子側面和背面的4寸x 4寸 □每位小朋友
蠟紙或面紙發給孩子。
一支小梳子
請孩子們試著用他們的 □每支梳子一
“樂器梳”，彈出“腓立

張4寸x4寸
的蠟紙或面
紙

在課室中找一個你可以獨處的地方。坐

比書4：4[要靠主常常喜

下來，閉上你的眼睛，然後說出：“你們要

樂]”的曲調。當他們熟悉

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會播放輕柔的音

這首詩歌的旋律時，請他們唱出這首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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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要更動歌詞，以符合今天的存心節。

拜

嗎？（不是的，但是我們應當因上帝從我

當他們對這首詩歌十分熟悉時，請他們以

們面臨問題中帶出的美意而讚美祂。）讓

輪唱的方式，邊彈奏“樂器梳”，邊唱這首

我們充滿喜樂，因為祂無論如何也永遠與

詩歌。

我們同在。你們還記得今天的信息嗎？請

总結

和我一起說一遍：

問：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靠主常常喜樂？
這句話的意思難道是說，如果我們受傷了，

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我們應該要說：“讚美上帝，我受傷了”

分享
“我敬拜上帝”的活動雕塑
發給每位小朋友一個小
紙盤，或是一張直徑6吋 你需要：
的圓形厚紙片或薄卡紙。
協助他們在紙盤或圓紙片
上寫下“我敬拜上帝”。
請孩子們剪出6個較小的
圓形或三角形紙片，並在
上面寫出代表他們敬拜上
帝時，所進行的活動的字
眼，例如：歌唱、禱告、

□每位小朋友
一個小紙盤
或一張直徑
6吋的圓形
厚紙片
□線或繩子
□圖畫紙
□彩色筆
□剪刀

聆聽、喜樂、感恩、表達
愛和善待人…等等。將小的圓形或三角形紙
片用線或繩子繫在紙盤或卡紙上，然後讓孩
子們將這個活動雕塑帶回家。
年紀較長的學童，可以進一步在他們的
活動雕塑的小圓形或三角形紙片上，再繫上
另一種形狀的紙片。在這些紙片上，可以

拍手、微笑；在“感恩”下面，加上對上
帝、對家人、對朋友；在“和善待人”下
面，加上對人、對寵物、對不被喜愛的
人。

总結
問：你們有誰認識生命中需要有更多喜
樂的人？請他們舉手。在這一週當中，你
們要怎麼為那些人帶來喜樂，好讓他們也
能夠像你們一樣，享受耶穌的同在？
鼓勵孩子們在未來一週中，找機會唱
歌、禱告，並與他們想到的人，分享他們
活動雕塑上所展示出的各種喜樂行動。
告訴孩子們：在你們現在去參加崇拜聚
會時（或回家時），請你們記住…（一起
說出今天的信息。）

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結束

寫出進行那些活動的詳細方法。例如：他們

請孩子們手牽手，圍成一個圓圈站著，

可以在“歌唱”下面，加上讚美詩、禱告；

並且向上帝唱出下列禱告：“快樂、快

在“禱告”下面，加上讚美、請求、感謝、

樂，我們崇拜”。然後禱告祈求所有在場

認錯；在“聆聽”下面，加上證道、上帝、

的人，都能夠充滿喜樂，敬虔地敬拜上

權威人士；在“喜樂”下面，加上唱歌、

帝，並且在教堂聚會中聆聽祂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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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聖經故事
PRIMARY

第十二課‧學生本

明亮的光
經文
馬太福音17：1-13
；參考資料
《歷代願望》第366-370頁

存心節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
樂！”腓立比書4：4

信息
敬拜就是在主裡喜樂。

你是否曾經在戶外睡過覺？如果有月光
照耀，或是有手電筒，使你可以看得見
的話，在戶外睡覺是一件很好玩的事
情。但若處於一片黑暗之中，則是一件
恐怖的事了。有一次，耶穌的三位門徒
在晚上看見一道非常明亮的光。你想他
們害怕嗎？
有一次，在忙碌的一天即將結束時，門徒
準備要休息了。但是，耶穌對雅
各、彼得，和約翰說：“來，
跟我到山上去。”然後祂就帶
著這三位朋友，爬上附近的一座
山頂去。
門徒可能不明白耶穌為什
麼要在休息的時間走這麼長的
路。他們心中可能會問：為什
麼只帶我們三個人呢？但是，
突然之間，他們愣住了。他們
看見耶穌在他們面前改變形象，他們立刻把
所有事都忘記了。
一道來自天上的耀眼光芒，照射在耶穌身
上。祂的面容發光，像反射在一片玻璃上的
陽光一樣明亮。祂的衣服看起來像是全新的
君王緞袍一般。光芒是如此的耀眼，三位門
徒都呆住了。
接著，他們看見兩個人，這兩個人也散發
著明亮的光芒，與耶穌站在一起。也許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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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披掛了個像以利亞曾經配戴過的皮囊。
也許另一人拿著一根杖，就如同摩西在帶領
以色列人通過紅海時所拿著的杖一樣。
“以利亞？摩西？”他們揣測著。後來，
他們確知以利亞和摩西確實來鼓勵耶穌。
剛剛發生的事是多麼奇妙又美好啊！簡直
難以相信！以利亞和摩西來與耶穌講話！彼
得禁不住他興奮的心情。他能夠做些什麼，
來慶祝與表達自己因耶穌而產生的喜樂呢？
“主啊！我們在這裡真好！”彼得興奮
地說。“你願不願意讓我們在這裡搭三座棚
子？一座為你、一座為以利亞，另一座為摩
西？”
就在那時，一朵光明的雲彩降下來，完全
遮蓋住他們。這朵雲彩彷彿像是一百萬顆鑽
石，閃耀著七彩的光芒飛舞著一般。
而就在這讓人眼花撩亂的美麗中，上帝
的聲音出來了。“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
的，你們要聽他！”（馬太福音17：5）。
這響亮而低沈的聲音震動了山嶺。
三位門徒俯伏在地。心想：像我們
這樣的罪人，是不配在上帝的臨
格中的。他們的反應就跟一般人
一樣，緊緊地閉上了自己的眼
睛。在聖潔上帝的臨格中，會有
什麼事情發生呢？
當時，他們只知道耶穌輕輕的
拍他們。“起來，”祂說，“沒
有什麼好害怕的。”
彼得、雅各，和約翰坐了起
來，環顧四周。摩西和以利亞不見了。耀
眼的光芒淡去了。耶穌吩咐他們與祂一起走
下山去。
也許門徒們開始討論他們所看到的事情。
但是耶穌吩咐他們，不要談論這件事。“人
子還沒有從死裏復活，”祂說道，“你們不
要將所看見的告訴人。”（馬太福音17：
9）。
在他們走回去，與其他門徒會合時，他們

敬

問了耶穌許多問題。耶穌向他們解釋了一
些他們不了解的事情。在他們有生之年，
將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晚上所看見的榮耀。

親子時間
安息日

•與你的家人一起，找一個安靜的地方，
閱讀本課的聖經故事。
•閱讀本課的存心節（腓立比書4：4），
然後一起唱一首詩歌。
•談談你們能夠使自己的每一天都有上帝
同在的方法，然後為此感謝上帝。

星期天
•在今天的家庭靈修中，閱讀並討論馬
太福音17：1-8。然後再研讀哥林多後
書3：18。討論你們可以在這一週當中
“反照主的榮光”的方法。
•一起唱詩歌。禱告祈求上帝幫助你們反
照祂的榮光。
•剪出12張山峰形狀的紙片。在每一張
紙片的頂端塗上代表“光”的顏色。將
存心節的一個字詞，寫在各張紙片上。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
立比書／4：4）。將它們打散，然後將
它們排回正確的順序。將這些“山峰”
紙片留著，稍後再用。

星期一
•今天靈修時，與家人一同閱讀馬太福音
17：4。彼得對於與耶穌一起在山上的
感覺為何？你們認為彼得為什麼想要建
造三座棚？
•畫一幅你想為上帝建造的美麗教堂的圖
畫。將你的存心節寫在下面。為你們的
教會感謝上帝。
•開始計劃星期五晚家庭靈修的節目，讓
大家過一個快樂的安息日。

星期二
•在靈修中，請每位家庭成員講出兩件使
他們很快樂的事情。一起閱讀馬太福音
17：5。還有哪一個時刻，上帝也說出

拜

他們將永遠記住自己所感受到的敬畏與喜
樂。他們將永遠不會忘記，自己曾經處在
上帝的臨格中。

了這些關於祂愛子的話？（請參閱馬太
福音3：17）。
•繼續計劃星期五晚家庭靈修的節目。
•輪流讀本課的存心節。在你們歌唱時，
找一件樂器一起彈奏，或是拿幾隻湯勺
敲擊。然後為快樂的家庭時光感謝上
帝。

星期三
•今天靈修時，將本課的聖經故事講給家
人聽。將你的山峰形紙片按順序排好，
然後唸出存心節。分享一次你們看見美
麗雲彩的經驗（日落時、日出時…等
等）。
•數一數你們家有幾盞燈。然後為光明感
謝上帝。

星期四
•在今天的靈修中，一同閱讀馬太福音
17：1-3。請一位家庭成員講一次摩西
和以利亞被拒絕的故事。他們可能對耶
穌說些什麼話，在祂即將面臨十字架時
鼓勵祂。你們家能夠從摩西和以利亞身
上學到什麼？請每個人在今天找一種方
法來鼓勵他人。
•將你的山峰形紙片按順序排好，然後唸
出存心節。
•完成明天的家庭靈修計劃。

星期五
•開始進行你們計劃好的家庭靈修，包括
說出存心節，以及講出本課的聖經故
事。談一談你們會怎麼做，好在明天的
教堂聚會中找到喜樂。
•一起研讀詩篇126：3。在你們上星期
五晚靈修時做好的“家庭福份本”中，
紀錄一些新的事物。然後唱一首詩歌，
並且為那些福份感謝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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