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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主

题 信息

我们侍奉供给我们一
切需要的上帝。
服务
我们借着服务他人带来改变。
存心节
“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
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
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
也成了我的拯救。”（赛12：2）

参考资料

▪ 可6:30-44，约6:1-15
▪《历代愿望》39章，364-371页
▪《圣经故事》（1994），卷8，4145
▪ 学生故事在本书第82页

基本信仰

▪ 第21条：管家
▪ 第11条：在基督里成长
▪ 第4条：圣子上帝

教学目标
学生们可以：
知道：耶稣提供他们一切的需
要。
感觉：相信上帝的恩典会提供他
们所需的一切。
回应：计划他们的生活，相信上
帝会提供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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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无限度
圣经故事概要
当门徒们告诉耶稣听众饿了，
需要吃东西的时候，
耶稣奇迹
般地提供了他们所需的一切。当耶稣吩咐门徒们给这些人
食物吃的时候，他们都在发牢骚。这是一种自然的反应，
因为在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耶稣希望他们带上属灵的眼
镜，
希望他们看到在这种情形下潜在的神迹，
本着信心去行
动，
相信主能，
也一定会提供他们所需的能力。

这是关于服务的教导
就像我们不可能让五千人吃饱一样，我们也无法拯救自
己。唯有耶稣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论我们处于何
种情形，
不论多么困难，
耶稣都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并提供解
决的方法。在人的眼光是问题，
但在上帝看来却是帮助我们
增长信心的机会。只有当我们理解了自己的有限之时，
我们
才能看到上帝的无限。

教师补充阅读
“我们遭遇困难时，当依靠上帝。……我们若按自己的意
思作计划，
主就会任凭我们去犯错误。但我们若顺从他的旨
意，
遇到难处时，
他就必拯救我们。我们不可灰心丧胆，
放弃
工作，
却当在每次急难中向那掌有无限能力的主求帮助。我
们往往会陷入困境，难以支持；此时，我们必须完全信赖上
帝。他必保守每一个因守主道而遭遇困难的人。”（《历
代愿望》369 页）
我正在为什么事情挣扎？而这件事情我本可以交给上帝？
我的哪些选择表明自己在依靠上帝的能力来满足我一切的
需要？我生活的中心是什么，
我的需要还是上帝的大能？

欢迎
在门口欢迎孩子们，
请他们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询问他们这一周过得怎么样。鼓励学员定期学习
安息日学，
问学生关于上一课的内容，
帮助他们看出每一周圣经故事的连续性。然后，
要求学生们
分享他们通过本课所学到的一些知识。
问：
上周所学的圣经故事中哪一点最有趣？哪一个活动对你的帮助最大？要求学生们分享他们
的经历和 / 或者他们这一周当中为安息日学所制作的手工艺品。

〉〉

帮学生们准备参与你所选择的预备活动。

课堂教学概览
教学程序

时间
欢迎 随时

1

预备活动 10-15分

3
4

15-20分

圣经研究 15-20分

A圆面饼派对（见76页）

为每四名学生准备一个圆面饼/玉
米粉圆饼/印度面包，蒲式耳篮子
（可选）
报纸，记号笔，纸，铅笔，黑板或
翻转挂图，粉笔或记号笔

见77页

赞美诗本、奉献箱、世界地图、
图钉

故事简介（见78页）

纸鱼，纸饼

经历故事（见78页）

学生志愿者，戏服，午餐盒（可
选），圣经，记号笔，索引卡

圣经探索（见78页）

圣经

课程应用 10-15分

做需要做的事情（见79页）

信息分享 10-15分

解决方案（见80页）

*结束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
聆听他们的快乐或烦恼。

B新闻探索（见76页）

*祈祷和赞美

2

课堂活动

圣经，盒子，耶稣的图片（147
页），包装纸，标签（可选）

A祷告（见80页）
B亲子活动（见80页）
C下周课程预习（见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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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1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您实际情况的活动。

A

圆面饼派对

你需要
为每四名学生准备一
个圆面饼/玉米粉圆饼/
印度面包

B

新闻探索

你需要
报纸
记号笔

将学生们分成四人小组。给每个小组
蒲式耳篮子（可选）
一个圆面饼。给他们 60 秒，
看他们能
将这个饼掰成多少份。60 秒之后，要求各组数他们一
共掰了多少块，
并计算要让五千人吃饱，
需要多少个圆
面饼，
即使每个人只吃一小块。例，
如果他们掰成了 20
份，就用 5000 除以 20；共需 250 个饼，而耶稣仅仅用
了 5 个饼—况且他们这 250 个饼，只能让每人尝一
口，
并不能吃饱。

将学生分成四人或六
人小组，
每个小组需要
当地的报纸，
记号笔，
纸和铅笔。

接下来，
每人吃一小块饼，
算算他们需要吃多少块才能
吃饱。如果每人一个，
就需要 5000 个饼；
如果有一半的
学生两个，那就需要 7500 个饼。然后算一个篮子能装
多少个饼（大概 100 个）。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意识到，
大概需要 50-100 篮子的饼，
才能让五千人吃饱。

❷用记号笔把有需要的人圈起来，以便作
报告的时候能迅速找到。

总结
说 : 设想你正面对五千个饥饿的人，
有人要求你去给这
些人食物吃。在同样的情况下，
门徒们是什么反应？要
求某个志愿者大声诵读可 6:37。尽管门徒们很担忧，
耶
稣晓得他将如何满足这些人的需要。
熟悉存心节的学生可以个人或者一起诵读：
“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
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
救。”（赛 12：
2）
要求全班学生一起复述存心节。允许来访者和不熟悉
的学生照着读。肯定他们的努力。然而，
不要单独挑选
某个学生来背诵，
也不要训斥不知道的学生。安息日学
是一个学生们感觉舒适和被接纳的场所，以便他们能
在上帝的恩典中长进。
我们这个星期的主题信息是：

主题信息
我们侍奉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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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
铅笔
黑板或翻转挂图
粉笔或记号笔

解释我们的社区有很
多人需要帮助，就像圣经时代的人一
样。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
他们要 :
❶通过报纸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

❸列出每一个需要，用一两个字来标记每
一种需要。

提醒他们寻找那些真正有基本需要的
人。要求学生报告他们找到的内容，
并说明新闻的来源。将这些需要列出
来，
放在大家都能看到的地方，
留着日
后使用。

总结
问 : 今天早晨我们发现了什么？（我
们的社区有很多需要）如果这些人
都期待你满足他们的需要，你有何感
受？（害怕，疲惫，想放弃，等等）如
果其中一个人此刻就在我们门口，你
将如何帮助他？（鼓励学生回答）
如果你没有完成预备活动A，现在与
学生们回顾存心节。
“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
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
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
救。”（赛 12：
2）
说 : 当五千人等待我们帮助时，这句
经文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它提醒我

*祈祷与赞美

*“祈祷与赞美”可以放在课堂的任何时段进行。

们，靠 自 己 无 法 解 决 问
题。但要记得：

主题信息
我们侍奉供给我们一切
需要的上帝。

对有特别需要之学生
的安排：
允许那些正在经历困难
的学生找一个搭档帮助
他。

交谊
容许学生们与你分享他们的快乐与忧愁。关注某人的生日，
特别的
事件，
或所得的成就。对来宾致以特别的欢迎。通过带拜访教会的
成年人获得他们的联系方式。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尽早给他们
寄送明信片或写邮件，让他们知道你多么喜欢让他们加入你的班
级，
并说明你希望再次见到他们。
颂赞诗歌
“灵魂的牧人”（《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99 首）
“看哪，
何等的爱”（《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42 首）
“将它填满”（《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135 首）
（添加一句：
“哦，
耶稣喂养 [ 耶稣喂养饥饿的众人 ]，
耶稣用爱喂养众人。”）

圣工
使 用《 复 临 信 徒 宣 教》 杂 志 成 人 版 ／ 青 年 版（ 登 录 www.
juniorpowerpoints.org 点击 MISSION 栏目），或使用其他圣工报告
材料。在讲圣工故事时，
在墙上挂一张世界地图。让学生能够看到
圣工故事发生的地点，
并和自己所在的地方进行对比。你可以用图
钉在地图上标出圣工故事的发生地。

捐款

你需要

说 : 我们学习了耶稣用五饼二鱼让五千人吃饱。尽 捐款箱
管我们的奉献可能很少，耶稣祝福我们的奉献，使之增多，满足身
边之人的需要。而且，
耶稣用各样的人和乐意捐供给我们的需要。

祷告
留出一分钟时间默祷。让学生感谢上帝用各样的方式满足我们每
日的需要。如果你们小组不适应默祷，
你也可以让他们思考并说出
上帝所赐的礼物，
每想到一个礼物就要暂停一会儿。最后，
求主帮
助我们度得胜的生活。也要为学生们的喜乐与忧愁代祷，
为他们的
生日以及其他值得庆祝的事件以及初次来访者代祷。
或者 : 提前预备一个包好的礼物，
上面要有一个可以挪动的盖子。
在盒子上写上或描绘出我们每日从上帝领受的美妙恩赐。邀请每
一名学生选择一个图片或表述。大家围成圈，
每个学生祷告一句，
感谢上帝赐下他们所选的那个礼物。（例如：
食物，
水，
阳光，
朋友，
家庭，
教会，
家人，
圣经，
呼吸，
散步，
谈话，
视力，
听力，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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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课

2

圣经研究
你需要

故事简介

纸鱼
纸饼

如果你没有完成预备活动A部
分，将学生分成两人一组，给每组一个纸鱼和
纸饼。要求他们看一看能将饼和鱼掰成多少
份。最多留出两分钟。要求每个团队数一数他
们将鱼或饼分成了多少份。
问 : 如果每个人只吃一小片饼或鱼，
五千人需
要多少饼或鱼？听一听并看耶稣如何解决这
个问题。

你需要

经历故事

学生志愿者
戏服

事先要求一名学生（或者一名 午餐盒（可选）
青年）穿上圣经时代的服装， 圣经
从他个人的角度给大家讲述故 记号笔
事。当安德烈带他到耶稣跟前 索引卡
的时候，
他是什么感受，
当耶稣
用他的五个饼和两条鱼让众人吃饱的时候又
是什么感受。为了使故事更加生动真实，可以
拿一个小篮子，
里面放五个饼和一罐沙丁鱼罐
头，其它的鱼也可以，总之在“青年”掀开篮
子的时候，
大家要能闻到鱼的味道。
（这个“青
年”可以将本课学生本的故事当作自己的独
白。）
这个“青年”表演完之后，
解释耶稣使五千人
吃饱的故事中恩典的概念。（人们有需要，
耶
稣满足他们的需要。）
现在，给每个人发一张索引卡或一张纸，一个
记号笔或者蜡笔。要求每个人找出他们最喜
爱的、彰显上帝恩典的经文。在等待大家完成
该活动时，有人可以装饰手中的卡片，将其作
为书签。留出时间听学生大声诵读他们选择
的经文。

总结
问 : 根据这些经文，
上帝应许要补足我们哪些
需要？上帝以什么方式关怀我们？

78

3

课程应用

你需要

圣经探索

圣经

做需要做的事情

指出预备活动A部分写在白板上的需要列表。大声阅
读可 6:37。说 : 耶稣告诉门徒，他希望他们互相协助
补足需要。所以，
我希望你们与一个或两个搭档，
一起
完成以下事情 :

向你的学生们介绍以下的情况。
每读完一个情况，鼓励他们进行讨
论。要求学生们决定上帝将满足哪
部分的需要：

请
❶从白板上选择一个你希望补足的需要。做好选择之后，
看着我。（在学生们中间看一看是不是每名学生都在做）

❶你的朋友艾米抱怨老师们总是拿她和
她的哥哥和姐姐进行比较。他们的成
绩总是 A。而艾米只是偶尔能取得一
个 A。艾米有什么需要？你会对她说
些什么？

❷仔细思考帮助那个人或者家庭需要提供些什么。你可以写
出帮助的步骤。例如，一个出车祸的人或许需要手术。你
可以给专业人士打电话，同时祈求上帝的医治；你可以打
电话叫拖车，
或者联系当地的汽车修理师。（留出时间）
❸将需要上帝提供的事物以星号标注。为需要之人以及受到
牵连之人祷告。相信只要他们愿意信靠上帝，
上帝会照顾
他们的需要。（留出默祷的时间）
再次看你列出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在哪个部分提
❹最后，
供帮助？具体一些；如果我们可以给予帮助，我们会提供
什么，
要帮助谁。

总结
问 : 我们能从这个活动中学到什么？（让他们回答）
你对这个活动有何感受？（还行，很好，不赞成）给
不赞成的同学提问的机会。你为谁祷告？你祈求了
什么？（听他们的回答）当我们可以满足这些需要
时，
你做出了什么决定？（听他们的回答）在使五千
人吃饱的事上，
门徒们扮演什么角色？（他们寻找所
拥有的食物，将五个饼和两条鱼带来给了耶稣，他们
组织群众分组坐下，他们为群众递送食物，事后又将
零碎收拾起来。耶稣使食物增多，满足群众的需要）
说：
上帝让我们帮助他，
但我们要一起复述主题信息：

❷米切尔的家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不大
支持他。米切尔的奶奶是他与教会的
唯一联系。米切尔非常羡慕你拥有基
督化的家庭；他尤其希望能像你一样
拥有那样的父亲。你认为米切尔最大
的需要是什么？
❸布列塔尼的爸爸刚刚下岗；他非常痛
恨原来工作的公司。布列塔尼害怕他
的家庭会失去汽车和房子。布列塔尼
还害怕什么？你该对她说些什么，让
她不必担忧呢？在帮助她的时候，你
可能需要什么？

问：今天的主题信息是什么？与我
一起说：

主题信息
我们侍奉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上
帝。

主题信息
我们侍奉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

对有特别需要之学生的安排：
安排正在经历困难的学生找一个搭档帮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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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信息分享
你需要

解决方案
如果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有学
生与他人分享午餐并谈论耶稣
在自己生活中的作为，请他们
来分享自己的经历。

圣经
盒子
耶稣的图片（147
页）
包装纸
标签（可选）

将一本圣经和一张耶稣的画像（可发给每个
学生一张—可以复印 147 页的图片）放在
盒子里。将盒子用纸包起来，每个学生包一
层。每一层写一个标签，上面写着 : 致承认需
要 ____ 的学生（每一层写一种不同的需要，
例如 : 饶恕，耐心，渴望救恩，救主，勇气，谦
卑，
忠心，
良好的记录，
等等）
说 : 这 个 盒 子 里 有 解 决 一 切 需 要 的 方 法。
但是，在我们打开这个盒子之前，让我们看看
都有哪些需要。大声读出第一层标签上的内
容，然后将盒子递给承认有这方面需要的学
生。这个学生打开第一层，大声读出第二层标
签上的内容。然后再把盒子递给承认有这方
面需要的学生，依此类推，直到所有的包装被
拆开。这时，盒子也就打开了，大家会看到里
面的圣经和画像。如果你有足够的耶稣画像
发给每个学生一张，
这时要发给大家。

总结
说 : 我们每个人都有需要，
有些需要我们愿意
说出来，有些却不愿意他人知道。不论我们的
需要是什么，耶稣都有解决的方法。鼓励学生
与他人分享上帝如何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帮
助他们决定要与谁分享这些内容。说：
要记得：

主题信息
我们侍奉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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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说 : 但耶稣要求门徒给众人食物吃的时候，
他
是在向门徒提出挑战，
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的
需要。我们也会面临看似不可能的情形。当我
们遇到这些情形之时，
愿我们明白上帝的恩典
能补足一切的需要，
也要信靠耶稣彰显他的大
能。祈求主使每个学生能看到并晓得，在任何
景况之中，
耶稣都有解决的方法。

总结和祷告
求上帝向每个学生显明他的爱，
以便他们能向
有需要的邻舍分享这样的爱。

给父母的建议
说：请查阅研经指引学生本，找到父母篇的
页面，你们可以用在家庭崇拜中，或者可以
按照你们自己的想法，用来引导孩子们的灵
命增长。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的网站上找到这
些 材 料：www.juniorpowerpoints.org/podcast.
php?channel=1

下周预告：
说：耶稣讲述了按才受银的比喻。上帝希望我
们使用自己的才干，
服务他人。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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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第七课

学生本
无限度
你曾否全神贯注于某件事情而
忘了时间呢？你全心全意专注
其中以至于忘记了吃饭，
突然你
意识到自己饿了。这恰恰是听耶
稣讲道之听众的体验。设想你是
人群当中的一员。

子都认真听。突然，我发现太阳
快要落山了。肚子也开始咕噜叫
了。他听到门徒们对耶稣说，我
们需要离开去找些东西吃。耶稣
对他们提出了最奇怪的要求，
“你
们给他们吃吧。”

我知道自己本该立刻回家了。但
那是春季里 , 阳光明媚的一天，
我没有回家，
反而随着人群来到
了河边，
听他们的谈话。

一个名叫腓力的门徒以不信的
目光看着耶稣说：“我们可以
去买二十两银子的饼，
给他们吃
吗？”（可 6:37）

“我们刚才还看到他了 ,”一个
像是渔夫的人说。“我弟弟划着
船跟着他。我从这边走，希望能
遇到他。”

我在想，
最近的村庄距离这里也
有好几里地，
而且听道的人远比
大部分村庄的人多。

“他会去哪儿呢？”一个衣着
体面的旅行者说。“我在去耶路
撒冷过逾越节之前必须要见到
他。”
“我想让他为我的孩子祝福，”
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妇人说。
“他
们没有了爸爸，
我希望让他们从
小敬畏上帝。”
“耶稣，
人子，
你在哪儿？”那个
渔夫高喊。
“你认为他能听到吗？”那个
旅行的人说。

“你们有多少饼？”耶稣问。
“可
以去看看。”（38 节）
门徒们立刻散开行动。我看了看
自己的包。我一直忙着听道，忘
记了自己包里有饼和鱼！就在
那时，
一个叫安德烈的门徒看到
了我的食物。
“那个小男孩好像有吃的，”安
德烈说。
安德烈和我朝着彼此走去。“食
物不多，”我抱歉地说，
边说边
递给了他。

“这个小男孩有五个小小的大
麦饼和两条鱼，
但是这点食物怎
突然，
一个孩子说“妈妈，
快看。” 么够这么多人吃呢？”安德烈
大家突然安静了，
都朝着一个方 疑惑的问。
向看去。耶稣正在下山。他站起 耶稣说“吩咐人坐下。”（见约
来要讲道。他并没有对这些人失 6:9, 10）
去耐心。
其他门徒们空着手回来了，腓
我 不 知 道 我 们 在 那 里 听 了 多 力，彼得，安德烈要求人们分成
席地而坐。
久。他给了我们很大的希望— 50 人一组，
“听不到也无妨 ,”渔夫说。

不像那些祭司和首领。就连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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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都坐下

了。坐好之后，耶稣举目望天，
祝谢了，
就把饼掰开，
分给门徒。
他们把饼和鱼装满了旅行的篮
子。他们在人群中穿梭，分发食
物。
我妈妈做的饼和鱼从未像今天
这么可口。
耶稣和门徒们直等众人都吃饱
之后才吃。群众不但吃饱了，还
剩下很多！人们大喜过望。
“简直不敢相信，
”那个渔夫说。
“但是你能感受到食物已经进
了你的肚子啊！”那名旅行者
笑着说。
“还需要其他证据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渔夫回答。
“我知道，
这太奇妙了，”旅行
者说。
“我迫不及待要回到家乡，
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朋友们。”
“我知道上帝会养活我和我的
孩子们！”那位来寻求耶稣祝
福的母亲说。
“耶稣赐给了我们食物 ,”她的
大儿子说。
门徒们又把剩下的食物分给大
家，
让大家带回去。我在想，
耶稣
是如何用自己的手让这么多人
吃饱。的确，
我带了午饭，
但他创
造了鱼。他赐下阳光和雨露使庄
稼生长，我才能有饼吃。最重要
的是，
这次的经历帮助我明白耶
稣后来的教导：“我就是生命的
粮。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信
我的，
永远不渴。”（约 6:35）

参考资料
• 可 6:30-44
• 约 6:1-15
•《历代愿望》39 章 ,364-371 页
•《圣经故事》(1994), 卷 8，
41-45 页
• 基本信仰第 21, 11, 4 条

存心节
“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他，
并
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
诗歌，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赛 12：
2）

主题信息
我们侍奉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上帝。

安息日

星期三

做 做第 60 页中本周的活动。

读 可 6:37-44

学 开始学习存心节。

写 在你的研经日记中写出自己生
活中不可能发生的情形。

星期日
读 可 6:30 和 本 周 的 故 事“ 无 限
量”。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分享 分享一个三明治并告诉他人
耶稣如何用一点并和鱼让五千人吃
饱。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恳求耶稣帮助你能透过他的眼
光来看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星期四
读 约 6:35 和诗 103:3

祷 感谢上帝所赐的礼物。

思 在这些经文中，耶稣应许要提
供什么？

星期一

分享 今天计划与某人分享耶稣在
你生活中所行的事情。

读 可 6:31
想 设想你是一名记者。你会怎么
采访那个给耶稣食物的男孩？
写 在你的研经日记里写出你认为
耶稣为什么叫门徒们到一个安静
的地方？你什么时候需要安静的时
间？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感谢上帝照顾每个人。

星期二
读 可 6:32-36
思 耶稣计划与他的门徒们去一个
安静的地方。当他们看到人群又跟
来了，
你认为他们有何感受？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祈求上帝使用你彰显他的爱。

星期五
读 罗 6:23
寻 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是什
么？在字典里查“拯救”一词的意
思。
写 在你的研经日记里写出本周
的存心节，将存心节内容中的”拯
救”一词以字典里”拯救”的同义
词来代替。
说 通过背诵来分享存心节。
祷 感谢上帝赐下永生。

回应 耶稣的反应与门徒们的反应
有何不同？你会做何反应？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恳求上帝按照他爱你的方式去
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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