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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

1.製作（第十課附錄）的書籤
剪下神的孩子的成長方法，背面上膠，
把兩張黏在一起。
在上端穿孔，綁緞帶，可作為書籤使用。
唸出神的孩子的成長方法。

2.神的孩子日常生活中，每當遇見罪的誘
惑時，可以把勝過罪的金句拿出來看，
並決定順服神的話語。

1.雖然遇到 22-24節裡大為失望的情況，保羅和西拉卻做出什麼樣的反應？
明明是神帶領你到某種情況，所有事情卻都不對勁，你的感覺會如何？

2.禁卒相信的原因為何？他的生命中立即有什麼樣的改變？
（參考 徒 8:39,13:52）

3.透過這樣的過程，有關神工作的方法我們有何學習？

你曾否經歷神介入你的困境中逆轉結果的經驗？
最近你所經歷的困難為何？禱告求神使用這困難帶來傳福音的進展。

同心敬拜

經文：使徒行傳 16:22-34，及課堂上所引用的經文。
金句：“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祂的名。”

（詩篇 34 篇 3 節）
教學核心：神的孩子們要一起敬拜主。

經文：使徒行傳 16:2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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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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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耶穌作為自己的救主，並決定單單敬拜神。

紙、簡單的禮物
神是一位怎樣的神？
跳吧！
唱詩篇 34 篇 3節
何謂敬拜？
敬拜神的各樣方法
製作讚美輪

了解神的孩子們要全然敬拜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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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    看
想 一 想
實    踐

已信主的小朋友

暖身

金句背誦

1.分發紙張，給小朋友 1分鐘的時間。
2.請小朋友寫下來神是一位怎樣的神。
3.送禮物給寫出最多有關神品性的人。

跟小朋友一起讀出題目和教學核心。
我們一起讀今天要學習的題目～“同心敬拜”
和今天的教學核心：
“神的孩子們要一起敬拜主”

1.與小朋友一起找出詩篇 34 篇 3 節，並一起讀。
2.教師先照著旋律唱出金句。

小朋友喜歡透過歌曲背誦金句，且容易背誦金句。
“你們和我當稱耶和華為大，一同高舉祂的名。”（詩篇 34 篇 3 節）

3.反覆跟唱幾次之後，鼓勵小朋友不用照著歌曲，直接背誦金句。

出席聚會
奉獻金錢
學習聖經
讚美神
以傳福音敬拜神
禱告
彼此幫助去順服神

1.珍妮盡她所能的靜悄悄地下了床。

2.珍妮一進到教會，許多人親切地招呼她。

3.大家是否像珍妮一樣盼望主日來到呢？（詩 34:3）

4.或者，大家在教會的時候，可能專注自己多於思想主耶穌。

5.保羅和西拉被打了許多棍，並被拖到監獄裡。（徒 16:23-25）

6.這時，神彰顯了祂的權能。（徒 16:32,34）

7.聖經並沒有告訴我們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8.讚美是敬拜主的方法之一。（詩 33:1）

1.現在要向神說話。

2.用聖經經文去敘述神的偉大，並側耳傾聽。

  （詩 90:2; 啟 4:11; 詩 86:5; 詩 92:5; 詩 75:1）

3.我們一起敬拜神的另一種方法就是奉獻。（林後 9:7）

課程

現在要做

繼續做吧
－我可以做幫助大家讚美神的事。

第十一課
同心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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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透過向別人傳講關於主耶穌的福音來敬拜神。

1.先回答學生本 40頁右邊的問題，再到下一個問題。
讓小朋友了解敬拜神的各樣方法。

2.作為神兒女的你，讚美神該是什麼樣子呢？請小朋友看著圖片，標示在課本上。

3.給小朋友有一段時間，誠實回顧自己讚美神的樣子。

4.請小朋友寫下要如何讚美神的決心，好讓他們更果斷地行動。請他們寫下來，
並大聲發表自己的決心。

何謂敬拜？意指恭敬、崇拜特定對象。包括低頭、存著敬畏的心跪拜、親吻手部等
的意思。

讓小朋友了解只有一位神是我們敬拜的對象。

查看

聖經博士

75

實踐

1.請剪下第 11課附錄的讚美輪，並用雙腳釘把兩個
圓盤固定起來。

2.首先，請小朋友一起大聲讀圓盤上方詩篇 145 篇 3
節的經文。

3.轉動圓盤，與小朋友一起高舉、讚美神是一位怎樣
的神。比如說，一個小朋友大聲說，「神是偉大的
神」，其他的小朋友，同聲讀歷代志上 29 章 11節

的經文。下一個小朋友大聲說，「神是慈愛的神」，其他的小朋友同聲讀詩篇
119 篇 64節經文。

4.老師要幫助小朋友能深入了解神的屬性。

若遇到受難週，雖然按著萬國兒童佈道團的教學課程順序進行，然而因應教會牧
者的安排，若有受難週的信息，請使用學生本教材 42、43頁與小朋友一同學習。
本課程作為特別單元，並無教師指南，請教師自行安排課程。

＊

提示：出席聚會（舉例說明小朋友可以參加的公眾禮拜。）
奉獻金錢（什一奉獻、感恩奉獻、主日奉獻、慈惠奉獻、宣教奉獻、建
          堂奉獻等）
學習聖經（透過崇拜中的講道、透過分班練習時間、透過門徒訓練培育
          課程、透過讀經或默想經文的時間、透過家庭禮拜……）
讚美神（一起讚美神的時間、一個人的時候讚美神、高興的時候讚美神、
        即使在難過的時候也要讚美神……）
禱告（高舉敬拜神的禱告、感謝的禱告、祈求；認罪等）
彼此幫助去順服神
透過默想時間也可以敬拜神

若有不正確的方法或態度，就要幫助小朋友反省，並向神認罪之後，
能有改變的崇拜生活。
即使小朋友還無法告白「我要因著神在我身上所作的事，而歡喜讚
美」，仍要協助他們下定決心要讚美神，並且表現崇拜的正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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