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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節提及哪種屬靈恩賜？

2.何為“更大的恩賜”？（林前 12:31）這恩賜與愛有何關係？

3.何為屬靈恩賜，這些在將來會怎麼樣？為何信、望、愛比這些更寶貴？

為要將神的愛彰顯在朋友、同事、丈夫或妻子、僱主或受僱人、以及所教
導的孩子們身上，我的態度和行為應有什麼樣的更新變化？

彼 此 造 就

經文：詩篇 141:3-4；哥林多前書 13章；及課堂上所引用的經文。
金句：“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

見的人得益處。”（以弗所書 4章 29節）
教學核心：神的孩子們彼此要說親切的話。
註：本單元為了易於帶領，在角度和順序上有些變化。

經文：哥林多前書 13章教師默想

【本默想問題摘錄於 IVP（韓國基督學生會出版社）的“清晨與主相會”內容】
  附註：清晨與主相會一書尚無中文本

分 班 學 習

接受耶穌基督，並決定要說親切的話。

單字卡
單字接龍遊戲
從基督得力
以弗所書 4章 29節
基督徒
保羅的感謝之言
完成禱告文
說一說我的感覺

了解神的孩子們彼此要說親切的話，並去實踐。

教學目標

教學計劃

未信主的小朋友

預備物品
暖    身
詩    歌
金句背誦
聖經博士
查    看
想 一 想
實    踐

已信主的小朋友

1.史迪夫和占美是鄰居。

2.史迪夫和占美在夏令營中成為一組。

3.史迪夫稱讚占美。

4.大家是否曾經跟媽媽說過“媽媽，妳太過分了。我討厭妳，因為妳都沒

有讓我去別人家過夜”？

5.我們在聖經中可以找到無數個鼓勵別人的例子。

－請選擇一張卡片，寫一些鼓勵的話，送給抽到的人。

1.請寫另一張卡片送給今天沒來上主日學，但這星期可以見到的朋友。

2.星期一的時候，請努力地向人說出耐心和親切的話。

3.如果每週大家都照著這目錄執行，就能牢記每個部分。

－保羅的故事（羅 1:8；弗 1:15-16,4:29,4:25; 門 4-5節;林前 13章）

課程

現在要做

繼續做吧

第八課
彼此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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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

金句背誦

和小朋友一起玩單字接龍遊戲。

跟小朋友一起讀出題目和教學核心。
我們一起唸今天的題目：“彼此造就。” 
和今天的教學核心：
 “神的孩子們彼此要說親切的話。”

1.請小朋友找出經文唸出來，並填寫可放進    （嘴唇圖案）裡面的單字。

2.解釋金句。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
人得益處。（以弗所書 4章 29節）

罵髒話，欺負別人，背後說壞話

因為你們的信心傳遍天下

聽到了你們對主耶穌的信心，以及對信徒們的愛心

因為信心格外增長，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

感謝神藉著耶穌基督得勝。

1.保羅向基督徒說親切、感謝、以及鼓勵的話。請小朋友們沿著線連連看，閱讀
保羅書信中的經文，並找一找他說了那些感謝、鼓勵的話。

2.感謝一詞用藍色標示，感謝的理由用黃色標示。請小朋友在經文中找出保羅感
謝的理由，老師講解說明該經文，幫助小朋友能理解。

查看

聖經博士

‧基督徒：

‧鼓勵：

羅馬書 1章 8節 
“第一，我靠著耶穌基督，為你們眾人感謝我的神，因你們的信德傳遍了天
下。”

以弗所書 1章 15-16節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親愛眾聖徒，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神。禱
告的時候，常提到你們。”

帖撒羅尼迦後書 1章 3節 
“弟兄們，我們該為你們常常感謝神，這本是合宜的；因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
並且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充足。”

哥林多前書 15 章 57節 
“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

相信耶穌是救主，並接受耶穌為神的兒女，稱之為基督徒。初代教會時期，
在安提阿首次被稱作基督徒。

使人湧出勇氣或熱情。

以弗所書 4:29“一句壞話也不可出口，卻要適當地說造就人的好話，使聽見的
人得益處。” (聖經新譯本 )  
壞話和良善的話判別的標準是如何說別人。

想一想

1.請小朋友分享，不知不覺中脫口而出的髒話有哪些。也可以分享曾經聽過的話
當中有那些髒話。（可能需要留意小朋友，不要用開玩笑的方式分享。）

2.若小朋友明白了在無意間說過的某些話是髒話，請他們完成課本中嘴巴圖案裡
面的禱告文。

3.完成禱告文之後，請大家一起讀，並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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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想像掃羅的變化。（參考 徒 7:58-8:3）
你認為掃羅轉變以前的個性與以後的品性有何不同？

2.你是在何種情況之下遇見耶穌基督？當耶穌基督找著你的時候，你有何回應？

3.聽見神的命令之後，亞拿尼亞為何猶豫呢？（徒 9:13-14）
神如何回答猶豫不決的亞拿尼亞？（徒 9:15-16）
若神今天在你的生命中要完成你所不願意的事，你會有什麼回應？

4.掃羅轉變之後，敵擋他的猶太人（徒 9:22-25,29）與接受他且與他相交的基督
徒（徒 9:26-30）之間的對比是怎麼展開的？

我是否經歷初代教會所經歷的平安與成長？
為要經歷這平安與成長，我應該怎麼做？

互 相 擔 當

經文：使徒行傳 9:1-30；及課堂上所引用的經文。
金句：“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加拉太書 6章 2節）
教學核心：神的孩子們重擔要互相擔當。

經文：使徒行傳 9:1-30教師默想

【本默想問題摘錄於 IVP（韓國基督學生會出版社）的“清晨與主相會”內容】
  附註：清晨與主相會一書尚無中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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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1.請小朋友練習對周遭的人說稱讚、鼓勵的話。
2.請小朋友對照圖案所聯想到的人，可以向他說什麼話，請寫下來。

3.講壞話和說親切的話，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給小朋友們一點時間，讓他們坦誠說出自己的感覺。

4.請小朋友讀聖經詩篇 141 篇 3 節，並填寫空格。

禁止，把守

朋友：

老師：

父母：

親戚：

你真是好朋友。你真會唱詩歌。有你真好玩。謝謝你的幫
忙。
謝謝你常常用心教導我們。你教的時候，很容易明白。我
會盡全力學習的。
謝謝你們用愛心照顧我。我想要成為像爸爸一樣很棒的
人。媽媽，我愛妳。
謝你常常關心我。神愛奶奶。爺爺，加油。我也要幫忙。

禁止

謝謝

感謝您

我愛你

加油
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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