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课

在云中降临
敬

拜

因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赞美祂

参考资料
帖撒罗尼迦前书4:16,17；启示录21,22；以赛亚书65:17-25;
《证言精选第一辑》原文第60,61,67-70页；《早期著作》原文13-20
页，《善恶之争》第635-652页。
存心节
“但我们照祂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彼得后书3:13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晓得：耶稣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住处。
感受：想到与耶稣一同在天国里而感到喜乐。
回应：感谢耶稣赐下天国这份礼物。
主题信息

我们称颂耶稣，因为祂给我们天国的礼物

课前预备
故事概要

的礼物，我们要感谢赞美祂。

耶稣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而
死。祂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永
远的生命。耶稣在天国为我们预备
了美好的家，祂将会回来接我们永
远和祂同住。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这是一个关于敬拜的教训
天国是给那些爱上帝之人
的特别礼物。耶稣为我们付上重
价，使我们能到在天国。为这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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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在东方出现一
小块黑云，约有人的半个手掌那么
大……上帝的子民知道这就是人子
的兆头。他们肃静地举目注视，那
云彩越临近地面，便越有光辉，
越有荣耀，直到它变成一片大白
云，它底下的荣耀好像烈火，其上
则有立约之虹。耶稣驾云前来，作

敬

拜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

2

3
4

活

动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孩子 无
们，聆听他们开心
或烦恼的事情。

预备活动

＜10分钟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圣经课程

＜20分钟

Ａ.天国小测验

--天国小测验，铅笔

Ｂ.兴建大楼

--积木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体验故事

--枕头，皇冠

--圣经研究

--圣经

--存心节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天国的礼物

--包裹着的礼物盒，天国
的图画或天国里的东西

信息分享

＜15分钟

天国的冠冕

--皇冠图案，黄色画纸，
剪刀，透明胶，星星贴纸
或彩色纸星星，胶棒（备
选）

为一位大能的胜利者……有不可胜
数的大队天使，欢唱天国的圣歌护
送着祂。”《善恶之争》640-641
页。
“在这里（天国）我见到生命
树和上帝的宝座，并且有清澈的河
水自宝座流下来，河的旁边就是生
命树……其源头连结于一棵树……
分流到我们所站的地方，那果子是
荣耀的，好像黄金混合了银子一
样……
我见到另有一地，百花绽放，
我把它们摘下来，喊道：‘它们是
不会枯萎的。’接着，我看到还有
一块地长满高大的草，荣耀无比。
它是翠绿色，又反射出金和银的颜
色……然后我们进入了遍地野兽的
地方——狮子、羔羊、豹、狐狸，

全部和谐地在一起……
然后我见到一些小孩子在攀
爬，他们也可以用小小的翅膀飞到
山顶上，摘取那些永不会枯萎的
花……
接着我见到一张纯银制造的
桌子，非常地长，一望无尽。我见
到生命树的果子、吗哪、杏仁、无
花果、石榴、葡萄、和很多其他种
类的水果。”《早期著作》原文第
17-19页。

教室布置
预备一些 “建筑物”作为背
景，可以是木制或硬纸板制的建筑
物正面，或将一些画有建筑物的纸
挂在墙上。使用第11及12课的园子
背景。放一些玩具动物，挂上一些
白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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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开始教课
欢迎
在门口欢迎孩子们，问候他们这一周过得怎样，关爱他们的快乐或烦
恼，听他们背诵上周的存心节，鼓励他们分享上一课的学习体会。让他
们参与你所挑选的预备活动。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你们的活动。

A.天国小测验
将天国小测验复印给每一个小孩，并给他们每
人一枝铅笔。请他们把认为在天国会见到的东西圈
出来，把不会见到的东西划去。

你需要：
□天国小测
验
□铅笔

探讨
说：让我们看看在你的小测验纸里的每一幅图画。告诉我，你
觉得哪些东西能在天国见到。（在你讲述每一件物件时，给小孩子
有足够的时间回应）天国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想想当你在天国的
时候，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呢？谁是你特别想见的呢？天国里你最喜
欢什么呢？你知道吗，天国是耶稣给爱祂的人一份特别的礼物？我
们要为着天国而感谢耶稣。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们称颂耶稣，因为祂给我们天国的礼物
			
我们一起读。

B.建造大楼
用一些积木（木头积木、“乐高”积木、“万
能木匠”积木）建造大楼。说：你所住的房子是什 你需要：
么样的？你知道吗，耶稣现在正在天国为你兴建大 □积木
楼呢？什么是大楼？没错，就是很大，很漂亮的房
子。想想看你的大楼会是什么样子？你可以用这些积木搭建出在天国
里你的大楼样子。

探讨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你所造的
大楼是什么样的呢？你觉得耶稣为你建造的那座大楼有什么特别之
处？你知道吗，耶稣正准备回到地球给你一份天国的美好礼物呢。

130

第十三课
服 務
这是一份给所有爱祂之人的礼物。对于这点，你有什么感受呢？这
让我想起今天的主题信息：

我们称颂耶稣，因为祂给我们天国的礼物
我们一起读。

赞美和祈祷

＊

交 谊
分享刚才听到孩子们开心或烦恼的事，复习上星期的存心
节和教导。欢迎和介绍来宾，宣布生日祝福或特别事项。

颂 赞		
“耶稣快来”（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84首）
“和真的小熊一起玩”（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27首）
“天国是快乐的地方”（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31首）
“我将戴着冠冕”（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32首）
“耶稣正在造大楼”（小小声音赞美祂，第134首）

圣

工

问：我们期盼到天国，但有些人还不知道天国的事，
也不知道耶稣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礼物。今天的故事是关于
__________以及他们怎样认识耶稣。
讲一个儿童圣工故事。

捐 献
问：耶稣给我们很多美好的礼物；天国就是其中一样。
我们希望其他人也认识耶稣，这样他们也能拥有这份天国的礼
物。我们的奉献可以帮助别人分享耶稣的信息。

祈 祷
说：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赐给我们礼物。你赐给我们好多美好
的东西。我们知道你很爱我们。我们要为所有的一切感谢你。我们
爱你，阿门！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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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枕头
*皇冠

当你在读或讲出故事时，
请小孩子们躺在枕头上，想象着
躺在柔软舒适的云上，飘向天国
去。当你给他们指示时，请他们
做一些动作。

读或讲出故事
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特
别的地方叫天国。让我说说那里
的事吧。那里令人敬畏，因为上
帝、耶稣和天使们就住在那里。
那里非常美丽，超过你的想象。
在不久的将来，当我们抬头望天
（请小孩子向上看），就会看到
耶稣在云中和天使降临，并且接
我们回天家，与祂一同生活。
天国的河水是你从未见过的
清澈。你可以直接跳进水里（请
小孩子跳）而不会感到寒冷打颤
（请小孩子颤抖）！那里的草是
最翠绿、最柔软、最茂盛的，可
以从你的脚指间穿出。你可以在
草场上奔跑、跳跃或打滚，却不
会受伤！因为耶稣将会为我们擦
去眼泪。也就是说在天国里，我
们不会有悲伤，也不会受伤。不
会再擦伤膝盖，不会再撞伤脑
袋，也不会有喉咙痛。再不会有
任何人、植物或动物会死亡。
还有更多新奇的事物噢！
那里的树所结的果子，是最甜
美，最可口的，是你从来也没有
吃过的。我们还可以从一棵很特
别的树上摘果子吃，那就是生命
树。每个月你都可以摘取不同的
果子。（请小孩做出摘果子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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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你最喜欢什么水果呢？你从
来没有尝过一种像这样的果子。
而这果子最特别之处是使我们永
远活着，就是要活很长很长。
让我告诉你关于天国里的动
物吧。没错，那里有在地上跟你
一起玩的猫和狗。但也有狮子，
老虎和大熊，但它们不会吓到
你，也不会咬你的！就连松鼠、
兔子和花栗鼠见到你也不会逃
跑。它们会让你抓着、抱着（请
小孩子做出在抱着、抚摸动物的
动作）。你在这里绝对做不到！
你知道在天国里，你会住
在哪儿吗？圣经说耶稣正为我们
建造漂亮的大楼。那里的房屋是
最适合居住的地方。那么，你知
道街道是用什么造的吗？就是黄
金！你能想像在黄金的街道上行
走吗？（请小孩子在原地行走）
如果街道是用黄金做的，我们就
能想像房屋一定是用更美好的东
西建造的！
你喜欢听故事吗？你知道
吗？在天国里我们可以听到许多
故事。挪亚、但以理、约拿和马
利亚等人会给我们讲故事。其他
人也会在天国当中。你可以在那
里见到你的家人。你可能在天国
里再一次见到已经去世的祖父祖
母。而且，你可以与那位从你出
生以来，一直保护你免受伤害的
守护天使说话。你还可以和你的
朋友一起玩很长时间，所以你不
用说再见，不用再伤心哭泣了。
我们将永远在一起。
猜猜我们在天国会穿什么样

第十三课
服 務
的衣服呢？我们会穿着白色的长
袍，戴着美丽的皇冠，上面嵌着
黄金和宝石（展示皇冠）。耶稣
将会把皇冠戴在我们的头上。
祂很高兴我们可以与祂一起在那
里。
你知道天国是耶稣给我们
一份特别的礼物吗？我们不能花
钱买天国。耶稣只会把天国送给
爱祂的人。我们也要与朋友一起
分享天国这份美好的礼物。让我
们告诉别人有关耶稣的信息，好
让他们可以爱祂，并与我们一同
在天国当中。耶稣，感谢祢给我
们这份美好的礼物。祢对我们真
好！

大声朗读：启示录21:1，3，
4；22:1，2。

探讨

打开你的圣经彼得后书第3
章，指着13节说：这是我们今天
的存心节。大声读出：“但我们
照祂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
彼得后书3:13
依照下面动作教这节经文：

（当你提问的时候，给小孩
子有足够的时间回应）问：你在
天国里将会见到什么？谁会在天
国里？在天国里将不再有什么？
我们怎样可以到天国去？谁赐给
我们天国的礼物？
你想去天国吗？为什么？你
觉得去天国最美好的事是什么？
我认为最美好的事就是能永远与
耶稣一起生活。请记住：
我们称颂耶稣，因为祂
给我们天国的礼物
		
我们一起读。

圣经研究

你需要：

打 开 你 的 圣 经 *圣经
启示录第21和22章，指着经文
说：在圣经里我们能找到今天的
故事。

探讨
说：圣经讲述了很多关于天
国的事。你觉得去天国好不好？
你最喜欢那里的什么？
记住耶稣为了你而死，好让
你可以去天国。天国是一个很特
别的地方，它的美好超过你的想
象。记住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
我们称颂耶稣，因为祂给
我们属天的恩赐。
		
我们一起读。

存心节
你需要：
*圣经

先指向自己，然
但我们照
祂的应许------- 后指向别人
盼------------- 用手遮住眼睛，
左右观望
望------------- 双臂向外伸出，
手指着前方
新天新地------- 指向上面
彼得后书3:13--- 双 掌 合 并 ， 然
后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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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课程应用
A.天国的礼物
你需要：
*包装好的礼
物盒
*天国的图画
或天国里的
物品

把各种不同天国景象的图
画或一些与天国有关的物品放入
一个包装好的礼物盒里。（人造
水果--生命树；人造花--永远不
死的东西；玩具动物--一起玩耍
的动物；手表或时钟--我们永远
的生命；皇冠--耶稣会给我们冠
冕；等等。）
拿着盒子问：我现在有什
么？你们喜欢收礼物吗？让我们
看看耶稣在天国为我们准备了什
么特别的礼物。
让小孩子一个一个地从盒
子里抽出一件东西或一幅图画。
当每个小孩都拿着一件东西或一
幅图画时，提问并讨论：这是什
么？它使你想起天国的什么呢？

探讨
问：你觉得你会喜欢耶稣
给你的天国的礼物吗？在天国里
你最想见到谁？你最喜欢做什么
呢？耶稣要你得到天国的礼物，
你开心吗？请记住：
		
我们称颂耶稣，因为祂
给我们天国的礼物
我们一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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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我们需要这个吗？
在你的袋子或
你需要：
*袋子或箱子 箱子里放进各种
物品，例如：弹
*各种物品
性绷带、拐杖、
纸巾、破裂的玩具、正在哭
泣的小孩的图画，等等。
让小孩子在袋子或箱子里抽
出一件东西，问：这东西会使你
快乐吗？当我们在天国里，还需
要____________吗？对比一下在
地上使我们伤心的事物和在天国
里使我们快乐的事物。

探讨
问：在天国的生活和我们
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不同呢？谁
正在天国为我们预备房屋呢？你
希望与耶稣一起在天国吗？为什
么？
我很感谢耶稣，答应给我们
天国这份美好的礼物。你感谢祂
吗？请记住：
我们称颂耶稣，因为祂
给我们天国的礼物
我们一起读。

第十三课
服 務

信息分享
天国的冠冕
你需要：
*皇冠图案
*黄色硬纸
*剪刀
*胶带纸
*星星贴纸或
彩色纸星星
*胶棒（可
选）

照着皇冠
图案（附件第13
课），为每个小
孩在黄色纸上画
上皇冠。把它剪
出来，按着小孩
子头的大小，将
两张贴在一起，
成为一顶皇冠。
让小孩子贴上一
些星星贴纸或纸

星星。
你可以制作一顶简单的冠冕
戴上，并把它拿回家，使你能想
起耶稣给你天国的礼物。当别人
问起这个皇冠时，你可以告诉他
们将来与耶稣一起在天国的事。
你知道吗？当我们帮助一个人懂
得爱耶稣时，祂就会在我们的冠
冕上添加一颗星星，等我们去天
国的时候，给我们戴上。

探讨
问：你觉得你会喜欢在天国
戴着冠冕吗？谁会给你冠冕呢？
你的冠冕是用什么制作的呢？
说：天国是一个美好的地
方，我们希望与人一起分享。想
一想，你想邀请谁和你一同在天
国里呢？这周戴着你那顶冠冕，

告诉别人耶稣赐给你的天国的礼
物，并且告诉他们耶稣也有一份
特别礼物给他们。祂希望与他们
一同在天国永远生活。请记住：
我们称颂耶稣，因为祂
		
给我们天国的礼物
我们再一起读。
说：让我们一起唱 “我会
在天国见到你”（小小声音赞美
祂，第133首）
要快乐，要仁慈，
要相爱，要真实。
我将在天国见你，
与你同住在那里。
（玛莉莲．史考利斯）
版权所有：1958《评阅宣报
出版社》

结

束

说：我很开心，因为耶稣很
快就回来接我们到天国的新家。
让我们为着天国的礼物而赞美
祂。作以下简短祷告：亲爱的主
耶稣，非常感谢祢给我们天国的
礼物。求祢帮助我们与别人分享
天国的美好。奉主的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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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学生本

在云中降临
参考资料
帖撒罗尼迦
前书
4:16,17；
启示录
21,22；
以赛亚书
65:17-25
《证言精选第
一辑》原文
60,61,
67-70页；
《早期著作》
原文13-20页
《善恶之争》
第635-652页

存心节
“但我们
照祂的应许，
盼望
新天新地。”
彼得后书
3:13

主题信息
我们称颂
耶稣，
因为祂
给我们
天国的
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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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想一下你曾经最美好的日子？到过最美好的地方？曾收到
最美好的礼物？在天上都是这些美好事物，甚至比这些更美好！
爱玛和爸爸坐在沙发上。
爱玛说：“爸爸，跟我讲讲耶稣
的事吧，我想知道祂的一切。也
跟我说说祂将再来的事。”父亲
说：“耶稣要再回来接我们回天
家。祂在云中和天使降临。”爱
玛问：“我看得见天使吗？”爸
爸回答：“是的，当耶稣来的时
候，我们的眼睛就能看见天使。
你会见到云中有
千千万万的天使。
同时，你会看见那
位从你出生以来，
就一直照顾和眷爱
你的守护天使。”
爱玛看起来像在沉
思。爸爸微笑着看
着她。
爱玛说：“我
很想知道照顾我的
那位天使的名字，
很可能是叫弗雷
德！”爸爸大声笑了。爱玛问：
“在天上我还会看得到什么别的
事物呢？”爸爸回答说：“你将
看见亚当和夏娃、挪亚、但以
理、以斯帖和马利亚，以及所有
我们在读圣经故事时所提到的上
帝的朋友们。”
爱玛问：“还有别的吗？”
爸爸说：“你会见到新耶路撒
冷，那是我们将要居住的城市。
这城市是我们所见过的最美丽的
城市。那里的街道是黄金铺成的

呢！”
爱玛微微一笑，上帝的街
道听起来很美丽。她问：“我
还会看见别的吗？”爸爸回答
说：“还有许多动物呀！上帝所
造的各种动物，从最小的昆虫到
大而强壮的狮子和北极熊。这其
中没有一样是会伤害你的！”
爱玛问：“这样真好。但在天
上我还会见到别
的吗？”爸爸
回答说：“你将
会见到耶稣正为
我们预备的美丽
房屋。”爱玛又
问：“爸爸，还
有呢？”父亲
说：“你会看见
最最美好的，那
就是你会看见上
帝和耶稣，可以
听他们说故事，
可以拉着耶稣的手散步，也许会
一起野餐。”爱玛大声欢呼：
“我们可以吃芒果！”
于是，爱玛从爸爸的膝上滑
下来，跑到窗户往外看，略带忧
伤地说：“今天天上没有云。”
爸爸回答说：“你要一直看噢，
祂会来的，祂答应了的。只要祂
答应了就一定会守信的。继续等
待吧！每天坚持不断地等候耶
稣！”

学生本

第十三课
服 務

亲子时间
安息日
在这周的每一天，与你的孩子一
起回顾故事，复习存心节的动作。
但我们照---------- 先指向自己，然
后指别人
祂的应许
盼---------------- 用手遮住眼睛，
朝左右两边看
望---------------- 双臂向外伸出，
手指着前方
新天新地---------- 指向上面
彼得后书3:13------ 双 掌 合 并 ， 然
后打开
星期日
让你的孩子从树丛中摘一朵花或
一枝树枝。不要放在水中，看看它多
久会凋谢或枯萎。一起讨论，为什么
在天国之中，花和植物是不会凋谢和
枯萎的。
星期一
和你的孩子一起
仰望夜空，告诉他
们天国里没有黑
夜，也不会疲
倦。但是，现在
他们需要休息。
感谢耶稣为我们
准备天国，同时也
感谢祂在我们睡眠时
看顾我们。
星期二
帮你的孩子戴上在安息日学制作

的皇冠，并且向别人述说天国。(或
作一顶简单的皇冠，画上许多彩色的
星星。)让你的孩子扮演他们想在天
国里一起玩的
一种动物。
星期三
向你的孩
子讲述一位已
故的朋友或亲
戚。说说为什么你期盼在天国看到那
位亲友。为你的孩子展示一些真实的
黄金或黄金的照片。说一说黄金街
道。
星期四
对你的孩子说一说上一次他们生
病的事情，并提醒他们在天国是没有
疾病的。说出你喜爱的水果的名字，
并且数一数。当你谈到生命树
的时候，与他们分享一些水
果。
星期五
在家庭礼拜的时候，研
读“第一次异象”的部分内容
(《早期著作》原文17-19页)。
或《善恶之争》第659-675页。外
出看一看天上的云彩，想象着耶稣
有一天将和祂的天使驾云降临。告诉
孩子我们要升到天上与耶稣在云中相
会。你的孩子想拥抱耶稣吗？让他们
先抱抱你吧！唱首天国之歌，然后感
谢耶稣应许要领你们到天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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