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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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權歸屬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喜樂橄欖樹（教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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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班 學 習

將罪的重擔卸給耶穌基督，並尋求罪得赦免。

剪刀、雙腳釘（按照人數預備）
幫助別人。
好朋友
加拉太書 6章 2節。哪些不是重擔？
背負重擔的人會怎麼做呢？
巴拿巴分擔保羅的重擔。
何謂重擔？
製作圓盤

了解神的孩子們要互相擔當重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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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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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身

金句背誦

1.大家是否有幫助別人的經驗？
2.請小朋友分享幫助別人的經驗。
3.老師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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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擔當。”
和今天的教學核心：
“神的孩子們重擔要互相擔當。”

1.與小朋友們一起找出加拉太書 6章 2節，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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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下列哪些不是聖經中所說的“重擔”呢？

4

1.嘉莉和茱迪的故事。

2.當大家分擔某種問題，就更容易解決了。（太 6:2; 約 13:34,15:12）

3.大家是否可以察覺到有人為你擔當重擔？

4.還有另一種方法是鼓勵那個人。

5.另外，傾聽痛苦的朋友所說的話，也能幫助他。（雅 1:19）

6.替別人擔當重擔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為他禱告。（弗 3:20）

7.當遇到有重擔的人，大家要盡自己所能的幫助他。

1.當我們一起同聲禱告的時候，拿到紙張的人，為我們這一班開口禱告。

1.神的孩子們要一起擔當。

2.大家不必獨自一人面對痛苦。

－嘉莉盯著書桌上的數學課本。

－嘉莉的朋友茱迪發現嘉莉沒在寫答案，並為她禱告。

－教會的人得知嘉莉的母親得癌症，就幫助嘉莉的家人。

－要留意                   －要鼓勵

－要側耳聆聽               －要禱告

－要幫忙

－巴拿巴與保羅的故事（弗 1:12; 徒 9:26-27,11:23-24,4:36）

課程

現在要做

繼續做吧

第九課
互相擔當



62

分 班 學 習

將罪的重擔卸給耶穌基督，並尋求罪得赦免。

剪刀、雙腳釘（按照人數預備）
幫助別人。
好朋友
加拉太書 6章 2節。哪些不是重擔？
背負重擔的人會怎麼做呢？
巴拿巴分擔保羅的重擔。
何謂重擔？
製作圓盤

了解神的孩子們要互相擔當重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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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暖身

金句背誦

1.大家是否有幫助別人的經驗？
2.請小朋友分享幫助別人的經驗。
3.老師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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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擔當。”
和今天的教學核心：
“神的孩子們重擔要互相擔當。”

1.與小朋友們一起找出加拉太書 6章 2節，並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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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下列哪些不是聖經中所說的“重擔”呢？

4

1.嘉莉和茱迪的故事。

2.當大家分擔某種問題，就更容易解決了。（太 6:2; 約 13:34,15:12）

3.大家是否可以察覺到有人為你擔當重擔？

4.還有另一種方法是鼓勵那個人。

5.另外，傾聽痛苦的朋友所說的話，也能幫助他。（雅 1:19）

6.替別人擔當重擔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為他禱告。（弗 3:20）

7.當遇到有重擔的人，大家要盡自己所能的幫助他。

1.當我們一起同聲禱告的時候，拿到紙張的人，為我們這一班開口禱告。

1.神的孩子們要一起擔當。

2.大家不必獨自一人面對痛苦。

－嘉莉盯著書桌上的數學課本。

－嘉莉的朋友茱迪發現嘉莉沒在寫答案，並為她禱告。

－教會的人得知嘉莉的母親得癌症，就幫助嘉莉的家人。

－要留意                   －要鼓勵

－要側耳聆聽               －要禱告

－要幫忙

－巴拿巴與保羅的故事（弗 1:12; 徒 9:26-27,11:23-24,4:36）

課程

現在要做

繼續做吧

第九課
互相擔當



64 65

朋友的爸爸失去工作，所以沒有錢，常常不能準備上課時要用的
物品。

巴拿巴見證保羅成為真正的基督徒。

朋友
的爸
爸失
去工
作，

所以
常常
不能
準備

上課
時要
用的
物品
。

保羅成為傳福音給外邦人的宣教士

當時的基督徒不相信保羅，因為他逼迫相信耶穌、傳揚福音的人，而
且還把他們關在監獄裡。所以他們懷疑保羅是假裝成基督徒的人，會
趁機抓走基督徒。

1.巴拿巴如何分擔保羅的重擔？

2.巴拿巴藉著幫助保羅而得著什麼樣的結果？

背負重擔的人會怎麼做呢？難過、容易生氣、為了隱藏真實的情感，以開玩笑的方
式面對一切。

3.解釋金句。

查看

聖經博士

‧重擔要互相擔當：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要擔當別人的重擔。如同上一題，重擔所指的是難過的事、困難的事、生病、
貧窮等。

擔當別人的重擔就是完成基督律法之道。

想一想

1.何謂重擔？請小朋友閱讀教材中的內容。
2.請小朋友分享誰是背負重擔、經歷苦難的人。
3.請小朋友從自己開始把範圍漸漸擴大，
像是家人→朋友→教會的人→學校→鄰居，讓他們去發現周遭人的困難。

媽媽：媽媽不僅要上班，也要做家事，所以常常覺得疲倦。
爸爸：公司的事情進行不順，所以感到辛苦。
阿姨：打算要買房子，但聽說需要好多錢。
教會的執事：常常打掃教會，但腰不舒服。
牧師：為了信徒做很多事情，所以很累。
學校朋友：同學們欺負班上殘障的朋友。
鄰居阿姨：因為寶寶常常哭鬧，所以照顧得很辛苦。

實踐

1.請小朋友想一想如何能減輕別人的重擔，並給小朋友機會去實踐。
2.首先，讓小朋友將（第九課附錄）的圓盤蓋子放在學生本 35頁的圓盤圖案上，
用雙腳釘固定之。

3.請小朋友轉動圓盤，並找出幫助別人重擔的方法。

4.鼓勵小朋友為自己想要幫助的人，轉動圓盤，擬定計劃，並要在未來一週中去
實踐。

5.一起為班上有背負重擔的小朋友禱告，作結束。

要留意－
要鼓勵－
要側耳聆聽－
要禱告－
要幫忙－

要注意看需要幫助的基督徒。
我們要向背負重擔的人說好話。

不要忘記背負重擔的人，並要為他們禱告。
要實踐可幫助基督徒的事。

我們要側耳聆聽背負重擔的人所說的話，不可以急著給予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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