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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184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28：20）

202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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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184期
目

目

錄

「上帝的神能已經把我們過敬虔生活所需的一
切給了我們。」（彼得後書1：3．現代中文譯
本2019版）
各位親愛的《導師》讀者平安！

錄

基督教教育中心所規劃的六年輪主日學教材，

3【教材介紹】
． 2021 年10 ～12 月兒童及青少年
主日學教材主題介紹
．教材教案範例

課程已進入最後一季。2021年主題為「基督徒的生
活」，保羅期許教會信徒要過「符合基督福音的生
活」，並且要倚靠聖靈的帶領，活出上帝所喜愛的生
命素質。本季透過「基督徒生活八要」的各課內容，
期盼主日學老師帶領學生從諸多信仰前輩的生命見
證，學習謙卑地跟隨基督的腳蹤向前行，並將信仰實

．主日學老師如何備課

踐於日常生活中。本中心將於今年10月出版《新編六

．《新編六年輪兒童主日學聖經

年輪兒童主日學聖經教材》，歡迎教會訂購使用。
本期親子專欄透過孩子「失去」的小故事，鼓勵

教材》介紹

家長具有「同理心」，並引導孩子學習以正向、積極

11【總會教育活動】
．PCT線上兒童主日學YouTube頻道

的態度面對各樣挑戰。另外，本中心也已開設《PCT
線上兒童主日學》、《美好腳蹤系列繪本》YouTube頻
道，歡迎大家可透過數位媒體，認識更多信仰前輩的

．美好腳蹤系列繪本YouTube頻道

13【教會活動】
．城中教會復活節特別活動報導

故事。最後，分享城中教會主日學於復活節期時所舉
辦的特別活動，看見教會透過多元、有趣的活動，幫
助學生明白復活節的意義，並思想耶穌復活帶給我們
盼望及重新擁有不一樣的生命力。
本期導師推薦新書《我心敬拜》，引導我們從靈

14【親子專欄】
．蛋餅被搶走了

16【新書介紹】
．《我心敬拜》

修的角度、不同的教會面向，看到敬拜更深層的意
義。甚願聖靈幫助我們都能在基督裡有真實的敬拜，
更從敬拜中回應上主的愛，最後被差遣進入生活中見
證上主。再次感謝您對導師季刊的關心、代禱及奉
獻，願上帝賜福您與您的教會！
編輯室 敬上

發

行

發 行 人
出

版

出 刊 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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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教材

粉絲專頁

教材介紹

2021年10～12月兒童及青少年主日學教材主題介紹

基督徒生活八要
文／編輯室

親愛的主日學老師：平安！

第三課的主題是「敬神愛人」。信息一開

基督教教育中心自從2016～2021年所規劃

始，由幾個學生的對話展開「愛的大問答」，

的六年輪主日學教材，已進入最後一季的課

讓學生明白敬畏上帝和愛鄰人是密切相關的。

程。本季透過「基督徒生活八要」，期盼主日

最後也透過繪本《猜猜我有多愛你》，讓學生

學老師帶領學生從諸多信仰前輩的生命見證，

知道愛是可以實際感受並且也會因此願意付出

學習謙卑地跟隨基督的腳蹤，並將信仰實踐於

行動的。教導學生明白敬神愛人是基督徒生活

日常生活中。

的總綱；勸勉學生在生活中實踐敬神愛人。

第一課的主題是「讓信仰成為生活的經

第四課的主題是「天天讀經」。讀聖經就

驗」。信息一開始提醒學生讀經和將信仰落實

是在幫助我們認識上帝，所以當建立讀聖經的

在生活中同樣重要。接著以耶穌受試探及老鷹

習慣時，必能感受到上帝在我們生命中，也能

與雞的例子來教導學生，上帝藉著耶穌基督幫

更加體會上帝的話語如何照亮我們昏暗的心

助我們對抗世上的誘惑，也藉著耶穌基督讓我

靈，更反映出我們的過錯。教導學生明白聖經

們分享上帝的神性。教導學生明白上帝在耶穌

是認識上帝和指示人生正路的經典；勸勉學生

基督裡所成就的救恩；勸勉學生致力於信心、

天天讀經，學習聖經的真理。

美德、知識的增進，且讓信仰成為我們的生活
經驗。

第五課的主題是「常常禱告」。上帝就像
便利商店，24小時不打烊，隨時都在；當我們

第二課的主題是「要熱心，要悔改」。本

經常透過禱告跟上帝對話時，跟上帝的關係就

課經文描述老底嘉教會在信仰上不冷不熱的態

會越來越親密，也會幫助我們活出對上帝有信

度，基督更因此斥責老底嘉教會信徒。老底嘉

心、對人有愛心，以及滿有盼望的生活態度，

人自認為是「富足寬裕，毫無缺乏」，但其實

同時我們也要成為他人的代禱者。教導學生明

在上帝的眼中他們是貧窮、瞎眼，又赤身露

白要常常禱告來親近上帝；勸勉學生恆切地常

體。教導學生明白不冷不熱的信仰要被唾棄；

常禱告。

勸勉學生要熱心、悔改，讓主基督進入我們的
心中。

第六課的主題是「不要停止聚會」。本課
信息一開始詢問學生對於因C O V I D－19而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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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聚會暫停有什麼樣的想法，並說明禮拜是

好，也讓那些受苦的萬物能一同經歷上帝的拯

基督徒和耶穌相聚的重要時刻，讓學生明白參

救與賜福。教導學生明白今日生態危機和基督

與教會各樣聚會的目的，就是能實踐上帝的教

徒的責任；勸勉學生在關懷和維護生態的事上

導，並鼓勵學生，不要因為外在環境的因素而

盡一份心力。

放棄聚會。教導學生明白聚會的重要性；勸勉
學生養成殷勤參加聚會的習慣。

第十一課的主題是「信、望、愛的生
活」。本課信息首先提到保羅稱讚並勉勵帖撒

第七課的主題是「樂意奉獻」。信息一開

羅尼迦教會信徒要在生活中持守信心、盼望和

始說明基督徒奉獻的原因及意義，再以「小女

愛心，等到基督再臨時，必得著稱讚和獎賞。

孩的五角七分錢」以及「寡婦的兩個銅板」的

信息中也分享O K I醫生范鳳龍，他一生為羅東這

故事，教導學生可視個人狀況依照獻心、獻

塊土地的奉獻與付出，以實際的行動展現出

金、獻工三個層面來奉獻。教導學生明白奉獻

「信、望、愛」。教導學生明白信、望、愛的

的意義— 既是感謝上帝，也參與宣教；勸勉學

特質和意義；勸勉學生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信、

生樂意奉獻。

望、愛的德行。

第八課的主題是「領人歸主」。信息教導

第十二課的主題是「耶穌快要來了」。本

學生明白福音需要人傳揚，因為人總是要有機

課信息讓學生知道「待降節」是基督教教會年

會先聽見福音才能信，而「基督徒」就是已經

曆的開始，除了記念耶穌降生帶來的拯救，同

聽見福音、 認識耶穌基督的人，我們更要將得

時也要預備心迎接耶穌的再臨。另外，以繪本

救的福音分享給身邊的人。教導學生明白福音

《最好的禮物》，鼓勵學生如同故事中的亞他

需要人傳揚，傳福音的人腳蹤何等佳美；勸勉

班，要隨時預備好自己朝見彌賽亞。教導學生

學生盡力領人歸信主耶穌基督。

明白，聖誕節是慶賀耶穌降生，也是期待耶穌

第九課的主題是「服務社會」。本課一開

再來；勸勉學生準備迎接耶穌的再來。

始讓學生思考什麼是「基督徒的使命？」接

第十三課的主題是「上帝使萬事互相效

著，信息中以阿摩司書的經文讓學生知道上帝

力」。信息中以聖經以斯帖記中記載亞哈隨魯

如何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的故事，更明白公

王在某次失眠時，上帝如何奇妙的動工，讓以

義、憐憫是上帝的屬性，上帝也希望我們能學

斯帖及末底改得以順利拯救猶太人免於遭受哈

習。最後，以靈醫會及呂若瑟神父在台灣貢獻

曼的殺害；信息最後亦介紹一位宣教師如何在

一生的事蹟，勉勵學生要學習神父們關心及愛

發生意外後，因身體殘缺，而不被殺害且成為

台灣的樣式。以此教導學生明白基督徒有主持

宣教契機的故事。藉此教導學生明白上帝掌管

公道，伸張正義的社會責任；勸勉學生盡力秉

萬事，又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都得

持信仰服務社會。

益處；勸勉學生深信並祈求聖靈，幫助我們成

第十課的主題是「維護生態」。本課信息

為愛上帝的人。

以問答方式，讓學生思考現今世界面臨生態環
境問題與挑戰。上帝在創造世界萬物時，看一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切都是美好，也將管理、照顧世界萬物的責任

基督教教育中心 敬上

託付給人類，藉著我們的工作使萬物與上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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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案範例
第十課 維護生態
文／編輯室

◆ 經

文：創世記1：28～31；2：15；羅馬書8：18～23

◆ 教學目標：教導學生明白今日生態危機和基督徒的責任；勸勉學生在關懷和維護生態的事上盡
一份心力。
教

學

流

程（90分鐘）

第一部分：合班（40分鐘）
流

程

內

容

1. 禱告
2. 詩歌：

1. 所列詩歌皆收錄於《主日學詩歌輯XII》。

〈萬有光明極美麗〉（台語）

2. 歌譜見當季教師本。

〈萬有清新多美麗〉（華語）

3. 老師可依教學需要選擇教唱的詩歌。
兒童級老師利用教師本提供的【經文研究】，

3. 兒童級信息：

先研讀創世記1：28～31；2：15；羅馬書8：

維護生態

18～23，了解經文背景，再引用【經文信

青少年級信息：

息】，和學生分享本課信息。

維護生態

青少年級則是直接使用經文研究，帶領學生進
行研經課程。

4. 金句：

金句學習遊戲建議：可於大合班中或是分班中

「一切被造的都熱切地盼望著上帝的榮耀從他的 進行。遊戲方式見教師本。
兒女們顯示出來。」（羅馬書8：19）

（青少年級直接查經，沒有金句活動）

5. 奉獻／6.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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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分班教學／各級活動 分班（40分鐘）
級

別

課

別

教

案

說

教具預備

明

單元一與單元二合

複習本課信息後，請學生沿著黑線剪下圓形及圓形

併：天父創造的美

中間的黑線。將長條底座黏貼好，再將兩個圓形組

麗世界

合好，放置在底座上，即完成手工。老師帶領學生

色筆

兒

依序看圖，並詢問學生：地球怎麼了？告訴學生，

剪刀

級

我們在享受便利的同時，也傷害了這美麗的世界。

黏膠

幼

雖然我們的能力有限，但依然可以透過實際行動來
愛護萬物，讓世界恢復原本的美麗！

初
小

單元一與單元二合

複習本課信息後，學生兩人一組，利用學生本進行

併：維護生態一起

活動。活動結束後，老師帶領學生齊唸金句，並將

GO

「上帝的榮耀」用色筆描繪出來。翻至下一頁，引

筆

導學生完成「好管家宣言」，鼓勵學生能記住「管

色筆

級

家」的身分，愛護土地、尊重生命，在生活中落實
維護生態的行動。

中
小

單元一與單元二合

複習本課信息後，學生兩人一組，利用學生本進行

併：維護生態一起

活動。活動結束後，請學生翻閱聖經，用自己的話

GO

寫出經文的意思，並學習如何愛護上帝所創造的世
界。告訴學生，上帝所創造的世界何等美麗，我們

級

領受上帝的賜福，也應該存敬畏的心來服事、回應

聖經
筆
色筆

上帝的愛。

高
小

單元一信息複習：

複習本課信息後，帶領學生逐節閱讀學生本上的經

上帝創造世界的美

文，瞭解聖經對維護生態的教導。之後請學生再默

意

讀一次經文，將自己認為的關鍵字詞用色筆圈出來
並彼此分享。告訴學生，應當感謝上帝為我們預備

級

這美麗的世界，使我們不只是享受上帝的創造，更

聖經
筆
色筆

能在生活中去愛世界和萬物。

幼兒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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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級

初小級

初小級

中小級

中小級

級

別

課

教

別

案

說

教具預備

明

單元二生活實踐： 老師帶領學生依序看圖，並舉例說出如何用具體行動
從小事開始

維護生態。接著讓學生分組（或兩人一組）進行討論
並寫下來，彼此分享。分享後，請學生用色筆將自己
目前能力可以做到的行動圈起來。告訴學生，維護生
態行動從生活中的小事就能做起，我們應當盡心盡力

聖經
筆
色筆

愛護世界。
單元一信息複習： 複習本課信息後，帶領學生逐節閱讀學生本上的經文，
上帝創造世界的美 請學生用自己的話寫出經文的意思，並圈出自己認為的
意

的世界，我們要學習不只是享受上帝的創造，更要在生

青

活中去愛世界和萬物。

少
年

關鍵字詞。告訴學生，應當感謝上帝為我們預備這美麗

聖經

單元二生活實踐： 老師帶領學生閱讀學生本中的新聞報導，並進行問題與
把垃圾還給人類

級

討論。告訴學生，當人類恣意破壞環境，自然資源不斷

筆
色筆

被耗竭時，有一天大自然將會反撲。我們與萬物共同生
活在這世界，應當學會心存感恩，彼此尊重。當一切受
造之物能彼此和諧共處時，上帝的榮耀也要藉此被彰顯
出來。
第三部分：合班祝禱（10分鐘）

給予學生鼓勵，提醒下禮拜注意事項，為學生禱告。發「主日學下課後― 給家長的信」給學
生帶回家，讓家人了解主日學教學內容，一起複習。

高小級

高小級

青少年級

青少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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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老師如何備課
4～30原則（分成4天，每日30分鐘，輕鬆備課，沒有壓力）
（以第十課 「維護生態」為範例）
文／編輯室

合班老師備課：

造的垃圾就約有10萬噸以上。台灣的資

第一日（第1個30分鐘）

源回收率雖超過55%，但實際上，絕大

1. 反覆閱讀該課經文3至4遍。

多數的回收物因回收價值低，最後仍是

2. 默想：你對這段經文的體會是什麼？

進焚化爐或掩埋場，沒有再被利用。塑
膠類垃圾燃燒後所產生的氯氣體，不僅

第二日 （第2個30分鐘）
1. 閱讀該課經文1遍。
2. 閱讀教師本該課「經文研究」，瞭解經文的地
理、歷史、社會、文化、宗教等名詞的解說。
3. 閱讀教師本該課「信息」，先瞭解信息的內容
要教導什麼？

減短焚化爐壽命，也會增加碳排放量，
造成全球極端氣候。
（3） 環境生態的議題：面對與日俱增的生態
問題，我們身為上帝的兒女也要以實際
行動來守護大地，以愛治理萬物，共同
維護我們所生活的世界，恢復大地原有

第三日 （第3個30分鐘）

美好的樣貌，讓那些受苦的萬物也能經

1. 再次閱讀教師本該課「信息」，初步列出主日

歷上帝的拯救與賜福。維護生態行動從

授課時的綱要。

生活中的小事就能做起，除了自備環保

【範例】：2021年10～12月「第十課 維護生態」

餐具及購物袋、種植花草樹木、避免不

綱要
（1）前言：一開始藉由小琪向外公提問：「為

關環境議題的知識，透過知識的累積及

什麼塑膠袋、塑膠吸管及保麗龍碗是垃

研究，幫助恢復上帝起初所造的美好世

圾？」引導學生明白大部分塑膠製品使用

界。

一次後就必須丟棄；另播放海洋生物被塑

（4） 管 家 的 責 任 ： 上 帝 將 管 理 萬 物 的 責 任

膠垃圾傷害的影片，告訴學生，塑膠垃圾

託付給人類，他創造世界及萬物時，

不只造成環境汙染，也破壞了海洋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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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的購物外，鼓勵學生也能多充實相

看這一切是美好的。如今那些因為人

（2） 海洋生態的汙染：太平洋海面上的「太

類製造的汙染而遭受痛苦的生命，也

平洋垃圾帶」，所聚集的塑膠垃圾面積

需要上帝的拯救，使他／牠們不再繼

將近有台灣的44倍大！光是台灣每年的

續受苦。鼓勵學生能謹記上帝所託付

塑膠袋用量就有152億個，如果再加上

我們的責任，成為忠心的管家，愛護

其他一次性的塑膠垃圾，台灣人一年製

我們的土地，不亂丟棄垃圾、不濫捕

動物、不過度消費或是浪費資源，讓

學生明白上帝在創造世界萬物時，看一切都

世界恢復上帝起初所創造的美好樣

是美好，並將管理、照顧世界萬物的責任託

式！

付給人類，希望我們能夠守護他所造的
世界。
第四日 （第4個30分鐘）
1. 繼續前一日未整理完成的進度。
2. 完成授課綱要步驟，再將自我整理之信息重頭
到尾複習一次。
3. 若教會設備許可，主日學教室有電腦及投影
機。建議製作P P T檔，輔助合班信息課程。有
圖片畫面，能增加孩子的專注及記憶。
分班老師備課：
第一日（第1個30分鐘）
1. 反覆閱讀該課經文3至4遍。
2. 默想：你對這段經文的體會是什麼？
第二日 （第2個30分鐘）
1. 閱讀該課經文1遍。
2. 閱讀教師本該課「經文研究」，瞭解經文的地
理、歷史、社會、文化、宗教等名詞的解說。
3. 閱讀教師本該課「信息」，先瞭解信息的內容
要教導什麼？
第三日 （第3個30分鐘）
1. 閱讀教師本該課「分級課程進行」及學生本，
瞭解學生本的進行。
2. 是否有要事先預備之文具等物品？請先預備。
第四日 （第4個30分鐘）
實際操作一次學生本：

2 . 在說明信息時可使用本課彩圖，或《教學資源光
碟》內的本課PPT檔，配合老師信息的解說。
（1）配合信息問答依序出示環境生態小問答彩圖；
另外，配合前項綱要（2）出示本課彩圖a；
配合前項綱要（3）出示本課彩圖b、c、d。
（2）本課透過環境生態的對話問答，讓學生思考
現今世界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與挑戰。也讓

1. 瞭解是否對該級別學生有困難？
2. 操作的時間大約多久？
3 . 若是操作時間過長，是否有先前預備先做 。 譬
如：幼兒級學生有剪貼，老師可在課前先剪
好，上課時只要貼就好了。對青少年級若有額
外補充資料（網路、書籍），請先查詢。
4. 若是操作時間過短，空餘時間之利用。譬如：
可以讓孩子分享近況，或是有沒有代禱事項？

9

教材介紹

10

總會教育活動

11

總會教育活動

美好腳蹤系列繪本
YouTube頻道
文／編輯室
2015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
會與盧俊義牧師合作規劃推動美好腳蹤系列繪
本的事工。本套繪本皆為與台灣歷史相關的繪
本故事書，內容介紹台灣各地默默奉獻的人事
物。故事裡的主角，有些是土生土長的在地
人、有些是飄洋過海的異鄉人、還有些是遠赴
他國照顧艱苦人的台灣人。無論出生成長在何
處、落腳在哪裡，他們所做的事，都是聖經裡
教導基督徒應該做的生命見證。只要閱讀這套
故事書，就能看見這塊土地的美和人對生命的
愛。另外，透過親子導讀及在地旅遊導覽，亦
能對書中人物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可以按圖尋
訪到他們在台灣工作生活的腳蹤。
總會教育委員會於2020年起，開始將這套
繪本故事書製作成有聲書影片。每本繪本皆製
作華語版、台語版、英語版，三種語言版本的
有聲書影片，並於2020年8月19日在YouTube網
頁開設：美好腳蹤系列繪本的頻道（h t t p s://
www.youtube.com/channel/UCqC4K1O M W T S T5B O7Z N K n n w）。迄今已有：羅寶
田神父、歐保羅教授、廖繼春畫家、李庥牧
師、錫質平神父、謝緯牧師醫生、蘭大衛醫
生、郭馬西牧師、胡文池牧師、石仁愛修女、
陳五福醫生、亨德教授、徐賓諾護理師與紀歐
惠醫師、紀守常神父、范鳳龍醫師、孫理蓮女
士、井上伊之助醫生、白寶珠姑娘等18個故事
人物以及54個有聲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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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腳蹤youtube QR code

教會活動

城中教會復活節

特別活動報導
文／吳恩妤 牧師娘
台北中會城中教會主日學於4月4日復活節

師宣布開始時，進入大家最期待的「彩蛋尋

當天，舉辦了主日學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復活節

寶」環節。這次活動就在人手一顆彩蛋及學生

闖關活動，在活動前幾週也特別製作宣傳單，

們獻上感謝的禱告聲中圓滿落幕了。

讓孩子們可以帶到學校、社區邀請同學及好朋
友們一起來共襄盛舉。

活動結束後，老師也告訴學生「復活蛋」
代表的是新生，就如同耶穌從死裡復活。耶穌

本次欲舉辦復活節闖關活動，主要是因閱讀

也期待我們有和他一同復活的新生命，我們也

總會基督教教育中心所出版《導師》182期的節

要珍惜耶穌給我們的新生命，更要在生活中有

期報導，而產生的想法。本次活動也運用文章

新的行為和想法，不要再犯和過去一樣的錯

中摘自：胡忠銘牧師所著《基督徒手冊04教會

誤，讓人看見我們因著明白耶穌的復活，而有

年曆》進行微調，將活動調整成適合城中教會

全然不同的生命。

主日學的空間與模式。活動中也邀請了教會青
少年團契的學生擔任闖關的關主，盼望能藉著
有趣的活動，使學生們在闖關過程中學習復活
節的意義。
當天的活動流程為：1. 首先將所有來參加

此次活動得到許多迴響，當中，有些是第
一次進到教會或是第一次參加主日學的新朋
友。因著本次的復活節特別活動，所有參與的
老師、家長也一同度過了一個充滿盼望的復活
節。

的學生分成兩組。2. 活動正式開始時，帶領學
生先以詩歌歡唱與舞蹈敬拜上帝。3. 接著，透
過觀看《兒童聖經軟體》影片，教導學生從
「最後的晚餐」到「耶穌復活」的故事。過程
中，每看完一個故事短片，就進行問題搶答活
動，使學生能更專注學習。4. 活動的重頭戲—
闖關活動，共五個關卡，第五關：耶穌復活
了，讓學生進行美勞手作，每位學生皆能在這
關製作一個小雞造型的復活彩蛋杯。（第一到
第四關皆與節期報導文章中相同，請參閱《導
師》182期。）5. 最後，集合所有學生，並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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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專欄

蛋餅被搶走了
失去的哀傷是「真實的」、失去的物品對他而言是「珍貴的」。
「上主親近灰心喪志的人；他拯救心靈被壓碎的人！」（詩篇34：18）
文／編輯室
在一個天氣晴朗的日子，全家一起到動物
園遊玩，媽媽一手提著未吃完的蛋餅，一手牽
著孩子。在還沒到動物園的門口時，野生猴子
便迅速衝上前，強抓走整袋未吃完蛋餅。
一家人驚魂未定之時，前方的動物園管理
員說：「給牠，不要跟牠搶！」於是全家快步
向前，買了入園票，此時孩子卻依然停在門
口、望著外面，即使父母說：「走了，我們趕
快進去吧！」孩子還是站著不動，看著外面。
父母輪流鼓勵孩子、拉著他的手，說：
「好了，沒事了，走了，我們進去了，裡面還
有很多可愛的動物呢！趕快走了！」不管父母
怎麼勸說，孩子仍然不願意向前走，繼續望著
外面。此時一旁的工作人員也加入鼓勵的行
列，孩子仍不為所動。
媽媽看著孩子望去的眼神，問說：「你還
在想被搶走的蛋餅嗎?」孩子點點頭，流下眼
淚。媽媽伸手抱著他說：「你捨不得蛋餅，對
嗎？」孩子點點頭，忍不住放聲大哭。媽媽抱
了他一會兒，爸爸接著詢問：「我們進去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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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了好嗎？」孩子雖然哭泣著，但願意向前走了。
一個普通不過的蛋餅，以大人的眼光來
看，可能不算什麼；但是對於幼小的孩子來
說，其意義是「他的蛋餅」被搶走了，這個失
去的經驗是真實的，失去的感受是難過的。
在聖經裡也可以看見許多失去的例子，其
中記載一對夫妻，名字為亞伯拉罕、莎拉。因
莎拉久久未能生孩子，就讓家中的侍女夏甲，
為亞伯拉罕懷孕生子。數年後，莎拉不願讓夏
甲所生的孩子，一起分家產，於是將夏甲倆母
子趕出家門。
當夏甲離開家、在曠野流浪時（創世記
21：14～16），身上僅帶著餅和一皮袋水；在
迷路的過程中，水喝完了，走頭無路之時她想拋
棄孩子，便將他放在樹下，但又不忍心看見孩子
死去，自己便難過地在一段距離外大哭了起來。
夏甲在這段時間經歷令她大聲痛哭的「失
去」：被迫離開家、支身帶著孩子在曠野中迷
路、面對維生資源的耗盡，以及未來不知如何
的恐懼。看見夏甲的這些經歷，可以體會到她

內心的無助、緊張、難過、傷心。正當夏甲感

若考量界線的因素，可以把手輕輕地扶在

到絕望時，上帝差派天使來對夏甲說：「不要

孩子肩膀上，或是握著孩子的手，亦或只是停

怕，上帝已經聽到孩子的哭聲。起來，把孩子

下來、站在孩子身旁，沒有肢體接觸，然後試

抱起來，安慰他；我要使他的後代成為大

著用提問的方式，引導、協助孩子梳理自己的

國。」相信上帝聽見孩子的聲音，也聽見夏甲

感受，例如：你現在心裡很難過嗎？若現場空

的哭泣聲，於是上帝靠近夏甲母子軟弱悲傷的

間、時間不方便讓孩子停在其中，請先將孩子

內心。

帶到安全的地方。

在上述那位失去蛋餅的孩子，和夏甲所面

每個人對於失去的感受經驗都是主觀又真

對「失去」的感受中，有一樣的難過、傷心與

實的，唯有放下自己的想法，才能體會及同理

哭泣；不論失去的事物其價值多少、不論年紀

他人心中最真實的感受。所以若發現自己常跟

如何，孩子和大人的「失去」，都有著相同的

孩子說：「那沒什麼、不要哭了」，或是用

「哀傷」！

「結束情緒的方式」來要求孩子時；我們就需

我們不應該輕看每個人因「失去」所帶來的
情緒，對於幼兒的失去、難過與哀傷，您看見
了嗎？您聽見了嗎？是否願意如同上帝的天
使，靠近、安慰夏甲？當您正視孩子失去所帶
來的情緒，且陪伴他，給孩子一個可以表達難
過與哀傷的空間時，會讓孩子感受到被支持、
安慰的力量。

note：
當孩子有情緒時，不要試圖抑制孩子的情
緒，大人可以先暫停手邊的工作，給予孩子擁
抱，讓孩子有一個安心的空間抒發情緒，此刻
會幫助我們靠近孩子的心，也讓孩子感受到被
關懷、扶持。接著再聽聽孩子的說明，與他討
論。

要問問自己，為什麼要趕快處理或結束掉情
緒？是否以前自己的情緒不被允許表達出來，
或是有什麼想法與觀念影響著我們，以致於我
們不太容易與有情緒的孩子靠近，或是聽見孩
子的內心話。
默想問題：
1. 回 顧 自 己 在 孩 童 時 期 ， 失 去 （ 人 事 物 ） 的 經
驗。當時的心情感受為何？記憶中，旁邊的
人當時是如何回應您？誰的回應能帶給您安
慰與鼓勵？
2. 回顧最近一次失去的經驗，並分享您當時內在
的情緒感受，以及內心的需要與嚮往是什麼？
3. 看 完 此 篇 文 章 後 ， 我 們 可 以 如 何 回 應 孩 子 的
情緒？請彼此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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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我心敬拜》
本書簡介

節錄推薦文一

《我心敬拜》是從靈修的角度，對基督徒敬

此書幫助我們從不同教會面向的敬拜看到更

拜禮儀的默想。基督徒的敬拜是教會生活的核

深入敬拜的意義。從聖樂、藝術的氣氛、有形

心，教會史上東正教、天主教、宗教改革後的

的禮儀、儀式都是一種預備和表達，為讓我們

新教對敬拜有各自特殊的領受，本書尤其看重

能集中心思聚焦在與上主的關係中；誠如基督

靈修和禮拜的關係。

徒的敬拜禮儀是以基督為中心，因著耶穌基督

本書目錄

的十字架寶血及救贖，顯明上主的愛與憐憫，
通過上主話語的光照，讓敬拜者在聖靈的澆灌

前言

中被感動，生命受到激勵和提升，在頌讚中敬

導讀

拜者舉心歸向上主，也從敬拜中回應上主，最

第一課

崇敬禮拜和靈修

第二課

敬拜禮儀的神學基礎

第三課

敬拜禮儀的靈修

第四課

入門聖禮與敬拜禮儀的靈修

第五課

敬拜禮儀的美感經驗

第六課

教會和基督徒的敬拜

本書從介紹禮拜與靈修的關聯以及新舊約經

第七課

救恩史中的敬拜禮儀

文、教父經驗、至當代神學，逐步進到敬拜靈

第八課

加爾文的靈修神學與敬拜禮儀

修的美感層次、教會的真義與救恩，再俯聸加

第九課

天主教的敬拜禮儀

爾文、天主教與東正教的禮拜內涵，實具廣度

第十課

東正教的敬拜禮儀和精神

與深度。書中提及，因聖靈幫助下在基督裡以

後被差遣進入生活中見證上主的愛。— 朱忠宏
牧師（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主
委）
節錄推薦文二

及基督在我裡面的敬拜，實是禮拜關鍵。期待
大家都讀本書，同來蒙福。— 羅光喜牧師（台
南神學院教務長）

每本定價280元
發

行：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教育委員會

訂購電話：(02)2362-5282轉215、218
網

址：http://christed.pct.org.tw

誠品書店各門市、博客來網路書店、各縣市基
督教書房均有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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