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ape (     　   )－是希臘文，普通名詞，是指愛的意思，是神對人

的愛，在新約裡有特別的意思，以耶穌基督表現

神的愛，還有我們向神回應的愛。

Pileo(       )－表達友情的愛。

Eross(       　)－表達男女之間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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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徒保羅是如何將耶穌基督的肢體比喻成人的身體呢 ?說明一下，人身體的各
種器官，如何各自發揮其功能呢 ?

2.使徒保羅是如何解釋，各個基督徒肢體合為一個身體？

3.擁有不起眼恩賜的人，面對擁有令人羨慕恩賜的人，應該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呢 ? 如何作逆向思考 ? 

4.在教會裡面每個人的存在，有甚麼重要性呢 ?在你的周圍是否有孤單一人來教
會的，或者是時常不配合的信徒呢 ?

5. 在 23-26節當中，神如何描寫基督徒的關係 ?在你的教會聚會時，有哪些事情
會阻礙神這樣的計劃呢 ?

思考一下，自己是否也是在教會裡或聚會時，成為阻礙整體關係的人呢 ?
不管是在教會或是小組聚會，為了能達成神的計劃，你能做哪些事呢 ?

同 心 事 奉

經文：哥林多前書 12:12-31及課堂上所引用的經文
金句：“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希伯來書 10 章 24 節 )
教學核心：神的兒女一起來事奉主

經文：雅各書 2: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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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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幫他收垃圾。
2.幫他搬東西。
3.幫爸爸媽媽捶背。
趕緊幫他打掃。
很有耐心的把奶奶的話聽完。

李浩
午餐時間陪孤單的李浩一起玩
媽媽
幫忙做家事
鄰居老人
有禮貌的向他們問安

非洲飢餓的小孩
把零用錢的一部分寄給他們

（情況二）

在學校裡－（名字）

（表達方法）

在家裡－（名字）

（表達方法）

對鄰居－（名字）

（表達方法）

世界各地飢餓的小孩－（名字）

（表達方法）

（情況三）
（情況四）

2.叫小朋友們發表自己所寫的東西。

3.老師要在課堂中不停的強調基督徒要彼此相愛。

‧老師要讓所有小朋友每人都有發表一題的機會。

實踐

1.一起討論我們能怎樣表達愛，並鼓勵他們。。

2.老師教導小朋友們為了表達愛，在本周內所要做的事情。
3.帶小朋友一起唱老師自選的主題詩歌。

提示：聖經裡關於愛的三個用語

版權歸屬台灣萬國兒童佈道團 喜樂香柏樹（教師版）



分 班 學 習

脫離罪惡，決心要事奉神。

小遊戲
當我們求
背誦經文後並且寫下來
屬於耶穌基督的各個肢體
肢體
各肢體的職責
事奉的方法
神的兒女要事奉主

神的兒女要一起事奉主，並且實行出來。

教學目標

教學計畫

未信主的小朋友

暖    身
詩    歌
金句背誦
查    看
聖經博士
想 一 想
實    踐
結    語

已信主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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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芭芙跟翠斯的故事。

2.每個人的身體，是由許多肢體所組成的。(林前 12 章 )

3.神賜給每個人不同的能力。(林前 12:21)

4.有什麼好方法可以使所有的人看見神的愛呢？

1.我們一起計劃事奉神的方法。

2.我們計劃如何去實行這個行動。

1.想一想有什麼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做的。

2.神希望身為耶穌基督肢體的我們，每個人都要來事奉神。

3.請求神幫助我們在生活中，遵行聖經真理的教導。

課程

現在要做

繼續做吧

暖身

金句背誦

和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可以找一個利用身體玩的遊戲 )
教師們請多利用觸碰臉上各個部位來進行遊戲。

跟小朋友一起讀出題目和教學核心。

1.讓小朋友看完學生本的習題，背誦後並且寫下來。

2.解釋金句。

3.和小朋友思想神的話語後，再一次的背誦經文。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又要彼此相顧，激
發愛心，勉勵行
善。

向其他朋友傳講耶
穌。

在禮拜時間
專注聽神的
話語。

開心的讚美
神 。

打掃教會。

‧身體是各個肢體所組成的，各個肢體都有各個的職責，沒有一個肢體是不必
要的。

‧教師請先和小朋友一同找出聖經並且讀幾遍。

‧又要彼此相顧－仔細觀查周圍的朋友，並仔細思考。
‧激發愛心與勉勵行善－要多多激發愛心和多多勉勵行善。
‧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不管對誰，都勉勵大家多多行善。

第七課
同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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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遊戲
當我們求
背誦經文後並且寫下來
屬於耶穌基督的各個肢體
肢體
各肢體的職責
事奉的方法
神的兒女要事奉主

神的兒女要一起事奉主，並且實行出來。

教學目標

教學計畫

未信主的小朋友

暖    身
詩    歌
金句背誦
查    看
聖經博士
想 一 想
實    踐
結    語

已信主的小朋友

5352

1.芭芙跟翠斯的故事。

2.每個人的身體，是由許多肢體所組成的。(林前 12 章 )

3.神賜給每個人不同的能力。(林前 12:21)

4.有什麼好方法可以使所有的人看見神的愛呢？

1.我們一起計劃事奉神的方法。

2.我們計劃如何去實行這個行動。

1.想一想有什麼是可以跟朋友一起做的。

2.神希望身為耶穌基督肢體的我們，每個人都要來事奉神。

3.請求神幫助我們在生活中，遵行聖經真理的教導。

課程

現在要做

繼續做吧

暖身

金句背誦

和小朋友一起玩遊戲 (可以找一個利用身體玩的遊戲 )
教師們請多利用觸碰臉上各個部位來進行遊戲。

跟小朋友一起讀出題目和教學核心。

1.讓小朋友看完學生本的習題，背誦後並且寫下來。

2.解釋金句。

3.和小朋友思想神的話語後，再一次的背誦經文。

又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

又要彼此相顧，激
發愛心，勉勵行
善。

向其他朋友傳講耶
穌。

在禮拜時間
專注聽神的
話語。

開心的讚美
神 。

打掃教會。

‧身體是各個肢體所組成的，各個肢體都有各個的職責，沒有一個肢體是不必
要的。

‧教師請先和小朋友一同找出聖經並且讀幾遍。

‧又要彼此相顧－仔細觀查周圍的朋友，並仔細思考。
‧激發愛心與勉勵行善－要多多激發愛心和多多勉勵行善。
‧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不管對誰，都勉勵大家多多行善。

第七課
同心事奉



1.看一下附錄的習題後製作鉛筆手工，來查看有關於肢體的說法。
2.各個部分所出現的單字，借用聖經來說明。

3.教師讓小朋友把製做好的鉛筆放在桌上，在筆上各個面有不同的單字以及經文，
讓他們深刻記住，並且勉勵他們，要朝著好好事奉耶穌的心志去作。

查看

‧身體：哥林多前書 12:21－神的家庭是一個身體。
相信耶穌的人稱為耶穌基督的身體。

‧肢體：希伯來書 10:24－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是耶穌基督身體中的各肢體。
各肢體都不能獨自生活，也沒有一個是不需要的。

‧事奉：馬太福音 5:16－神需要每個各別的家庭。
我們身為耶穌基督的身體，就需要互相服從，一起來
事奉神。

‧神喜悅的服事，高舉神的服事，將一切的歸榮耀給神，這就是事奉神的表現。
例如：認真地敬拜神，通過幫助別人將榮耀歸給神等等。

‧預備司會、唱詩讚美神、禱告、招待、講道、奉獻、音控室服事、預備電腦
以及清掃等。

‧各個職責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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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1.和小朋友一起閱讀學生本的習題後，寫下各部位的職責。

幫助有困難的朋友。
對不相信耶穌的朋友傳講福音。
好好聽從和順從神的話語。
不玩遊戲用心的讀聖經。
順從父母，也聽從父母的指示。

主日崇拜要好好聽神的話語。
固定時間讀聖經。
喜樂地讚美神。
清掃教會。
對朋友們傳福音（耶穌）。

（手）

（嘴）

（耳）

（眼）

（腳）

（耳）

（眼）

（口）

（手）

（腳）

2.讓小朋友互相分享所寫的內容。
3.老師向小朋友講每個肢體的重要性。

提示：閱讀

實踐

1.和小朋友一起閱讀學生本的習題後，寫下事奉神的方法。

2.請小朋友分享一下，通過各個部位怎樣事奉神。
3.老師先讀完故事後，再說明“什麼是事奉神”。

4.向小朋友說明彼此聯合一起事奉神並分工。

5.鼓勵小朋友們在一週的時間當中，好好事奉神。

有一個人的臉、屁股和身體在互相對話，
臉說 :屁股有一股惡臭味，你們看看我漂亮的臉。
身體又說 :對！我們的身體不需要屁股！
屁股很傷心，被他們霸凌。
因此屁股從那天開始，就儘量不讓自己放屁和大號，
過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一個禮拜！
臉說 :你看看我的臉！
身體也說 :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臉跟身體都非常痛苦。
那時他們才知道屁股如此的重要。
臉和身體對屁股說 :
對不起，屁股。你是我們最重要的朋友，求你原諒我們！
從那時開始，屁股終於恢復他的正常功能—開始放屁和大號。
之後，臉和身體也恢復正常。



1.看一下附錄的習題後製作鉛筆手工，來查看有關於肢體的說法。
2.各個部分所出現的單字，借用聖經來說明。

3.教師讓小朋友把製做好的鉛筆放在桌上，在筆上各個面有不同的單字以及經文，
讓他們深刻記住，並且勉勵他們，要朝著好好事奉耶穌的心志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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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哥林多前書 12:21－神的家庭是一個身體。
相信耶穌的人稱為耶穌基督的身體。

‧肢體：希伯來書 10:24－相信耶穌基督的人，是耶穌基督身體中的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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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清掃等。

‧各個職責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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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1.和小朋友一起閱讀學生本的習題後，寫下各部位的職責。

幫助有困難的朋友。
對不相信耶穌的朋友傳講福音。
好好聽從和順從神的話語。
不玩遊戲用心的讀聖經。
順從父母，也聽從父母的指示。

主日崇拜要好好聽神的話語。
固定時間讀聖經。
喜樂地讚美神。
清掃教會。
對朋友們傳福音（耶穌）。

（手）

（嘴）

（耳）

（眼）

（腳）

（耳）

（眼）

（口）

（手）

（腳）

2.讓小朋友互相分享所寫的內容。
3.老師向小朋友講每個肢體的重要性。

提示：閱讀

實踐

1.和小朋友一起閱讀學生本的習題後，寫下事奉神的方法。

2.請小朋友分享一下，通過各個部位怎樣事奉神。
3.老師先讀完故事後，再說明“什麼是事奉神”。

4.向小朋友說明彼此聯合一起事奉神並分工。

5.鼓勵小朋友們在一週的時間當中，好好事奉神。

有一個人的臉、屁股和身體在互相對話，
臉說 :屁股有一股惡臭味，你們看看我漂亮的臉。
身體又說 :對！我們的身體不需要屁股！
屁股很傷心，被他們霸凌。
因此屁股從那天開始，就儘量不讓自己放屁和大號，
過了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一個禮拜！
臉說 :你看看我的臉！
身體也說 :我身體有點不舒服！
臉跟身體都非常痛苦。
那時他們才知道屁股如此的重要。
臉和身體對屁股說 :
對不起，屁股。你是我們最重要的朋友，求你原諒我們！
從那時開始，屁股終於恢復他的正常功能—開始放屁和大號。
之後，臉和身體也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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