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修复圣殿
团

契

我们彼此互相帮助

经文
列王纪下12:1-15; 历代志下24:1-14; 参考资料《基督复临安息日
会圣经注释》第二卷，原文第923至924页。
存心节
“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腓立比书1:27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知道：他们能够与人合作事奉上帝。
感受：自己事奉上帝是团体的一分子。
回应：愿意与人合作。
主题信息
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一起同工

课前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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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概要

这是关于团契的教导

约阿施打算修复敬拜上帝的圣
殿，他吩咐祭司在奉献箱的盖子上
钻一个洞，让民众前来敬拜时，把
奉献投入箱中，这些奉献是做为
修复圣殿之用。箱子很快就装满
了，银子被取出后，箱子又被装
满。他们用这些奉献，雇用最好的
工人一起合作修复圣殿。

上帝的儿女彼此合作，一起荣
耀上帝，遵行衪的旨意。儿童虽然
年幼，也可以奉献金钱来帮助照料
上帝的房子，他们还可以帮助上帝
的教会保持清洁。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很显然的，过去那些祭司将
收到的奉献挪于私用。王决定明令

团

契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

2

活

所需材料

在 门 口 欢 迎 孩 子 •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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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盖房子
B.拔河
C.管弦乐队

• 积木或木棒，石头和贝
壳
• 粗绳子，成年男子
• 玩具或节奏乐器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 体验故事

• 圣经研究
• 存心节

3
4

动

• 坏掉的硬纸盒，积木或
木块，好的硬纸盒，奉献
箱，金、银盘子；木工玩
具；钱币；圣经时代的服
装
• 圣经
•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一起工作

干净的垃圾、垃圾桶或垃
圾袋

信息分享

＜15分钟

修复圣殿

圣殿图案（见第139页），
纸，蜡笔，金色纸，剪
刀，手工宝石、金币或钮
扣，胶水

禁止这风气，并将所有的奉献专用
于修复圣殿……
“这些权力从那些反叛祭司的
手中完全被剥夺，这些人先前既不
募集更多捐款，又不让他人负责修
缮事宜。”《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
经注释》第二卷，原文第923页。
“对那些被选为担任如此重任
的人们而言，这是一项伟大的见
证……而对于那些不忠心的祭司

来说，这个必然的步骤则是他们的羞
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
释》第二卷，原文第924页。
你怎样才能够与人一起合作？你
是一个重视合作的人吗？

教室布置
参考第1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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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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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
□积木或木
棒，石头
和贝壳

A.一起盖房子
把学生分成四至五人一组，让他们一起建一座
圣殿；可以用积木、棒子、石头和贝壳。规定时间
到了以后，让所有的学生互相观摩彼此的作品，互
相肯定大家建筑圣殿的技巧。

探讨
问：你喜欢与人一起建圣殿吗？与人合作容易还是困难？当我们
一起工作时，我们能为上帝做的事多么美好啊！上帝的儿女一起工
作，做美好的事来荣耀衪，荣耀是什么意思？对，是尊敬。今天的圣
经故事是讲述人们一起工作来荣耀上帝。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一起同工
我们一起读。
你需要：
□粗绳子
□成年男子

B.拔河比赛

挑选一个强壮的男子拿着绳子的一端，问有没有
人自愿与他拔河，选出一个个子小的同学，说：这
样行不通，对吗？这太为难（学生名字）了，我们
现在该怎么办呢？让其他人尝试，继续问：我们该怎么办？直到有
人建议多加入一个人，你或许需要提示他们。每次增加一名学生，
直到他们可以成功赢过强壮者。

探讨
问：我们刚才做什么？我们是怎么做到的？（一起合作）当我们
一起工作的时候，能够成就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上帝的儿女一起
工作，为上帝做了不起的事。今天的圣经故事讲述人们一起工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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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第二课
務

荣要上帝，荣耀是什么意思？对，是尊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一起同工
我们一起读。

C.管弦乐队
教导学生唱《当我们一起祷告》（用《我们又
在一起》的曲调）。

你需要：
□玩具或节
奏乐器

当我们一起工作，在一起，在一起。
当我们一起工作，其快乐无比。
你我一起为上帝，为上帝奉献心力。
当我们一起工作，其快乐无比。
说：听这声音，给学生一件乐器（木棒、木块或铃鼓），当你唱
这首歌曲时，请学生一起伴奏。听这声音，请学生一起唱，同时，
用他们的乐器伴奏。

探讨
问：你最喜欢哪种声音？单单歌声，单单乐器声，还是两种都
有？我想我们一起演唱和伴奏最好听。当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能
够做出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上帝的儿女一起工作，为上帝完成了
不起的事。今天的圣经故事，讲述人们一起工作来荣耀上帝，荣耀
是什么意思？对，是尊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一起同工
		
我们一起读。

＊ 注：赞美和祈祷在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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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坏掉的硬
纸盒，积
木或木块
□好的硬纸
盒
□奉献箱
□金、银盘
子
□木工玩具
□钱币
□圣经时代
的服装

散置坏掉的硬纸盒，积木或木
块在一个空地上，建一座破损的
圣殿；再用好的硬纸盒建一座修
理好的圣殿。你需要学生来扮演
以下的角色，若情况许可，请他
们穿着圣经时代的服装。
约阿施（成年人）
耶何耶大和其他祭司
（学生）
工人（学生）
百姓（学生）
给每一个工人一样工具，拿些
硬币给百姓，帮助学生演出这个
故事。

说故事
约阿施王跟耶何耶大和其他
祭司去圣殿。他们站在圣殿的中
央，环顾四周，难过得直摇头。
墙壁都是破洞，到处是灰尘，圣
殿中的许多器具也遗失了。一片
狼藉。听长辈们说，在邪恶的王
和皇后当政的那些年间，上帝的
圣殿没有受到好好的照料，一些
坏国王和皇后甚至将圣殿的墙拆
掉一部分，用这些石头建造他们
所敬拜偶像的殿。
约阿施告诉祭司们，他想修复
圣殿。他要用跟从前一样的好木
头和石块重建圣殿的墙垣。他要
用崭新的金银盘子来侍奉上帝。
但这得花费很大的一笔钱。
“我们可以从哪里获取这笔钱
呢？”他问祭司。祭司们都摊开
手，摇摇头，他们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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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阿施有了一个主意，他要积
攒钱财，但他并不是唯一一个存
钱的人。他邀请国中所有的人共
同来参与。
约阿施对工人说：“做一只箱
子，顶部钻一个洞。”工人很快
照样做了个箱子来。约阿施让他
们将这只箱子放在圣殿的门口。
每天人们来献祭的时候，就将
奉献放进箱子里。有些人奉献的
钱较多，有些则只有一小点。但
他们都是诚心乐意奉献，不久，
箱子就满了。
祭司们将箱中的钱取出，放入
王的府库，因为那里比较稳妥。
然后，再将空箱放在圣殿的门
旁。就这样，祭司们将箱子倒空
放到门口，等到它满了再倒空。
人们不断地将奉献投入箱子里。
约阿施王府库中的钱渐渐多
了起来。所有人的奉献集合在一
起，约阿施便开始修建圣殿。
约阿施请祭司们雇用最好的木
匠和石匠，买了最好的木头和石
块。也请了铁匠和铜匠，他们一
起根据先前的样子重修圣殿。圣
殿工程完工时，他们看看库中的
钱，工程款还有剩余呢！于是，
约阿施王用这些余款订制了圣殿
侍奉所必须的金银器具。
约阿施看着重修的圣殿以及其
中的美丽摆设，非常高兴，人民
也非常高兴。他们因为能一起工
作来荣耀上帝而感到快乐。他们
使上帝的家成为一个特别美丽的
地方。

服第二课
務
探讨
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来回复你
的问题。问：约阿施想讨上帝的
喜悦吗？你认为当他第一次进入
圣殿时有什么感觉？圣殿为什么
看起来那么糟？百姓乐意奉献那
么多钱，你认为约阿施有什么感
想？
当重建圣殿的工作完成时，你
认为百姓做了些什么？你对大家
一起合作把上帝的圣殿变成美丽
的地方有什么感想？
当我们进入上帝的圣殿时，
我们可以怎样来荣耀衪？我们可
以怎样保持教堂清洁？记得我们
的主题信息吗？让我们一起说出
来：
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一起
同工

圣经研究

你需要：
打 开 列 王 纪 下 □圣经
12:1-15，指着这章
节，说：今天的故事就记载在圣
经的这里。大声读出这些章节，
如果有需要的话可做解释。

里？我们把奉献放在哪里？百姓
对捐钱有什么看法？约阿施筹到
足够的钱了吗？
重建圣殿需要做些什么？为什
么人们会一起去办这件事？（他
们想上帝的殿好看，他们想荣耀
上帝）他们如何荣耀上帝？（他
们一起工作）请记住：
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一起
		
同工

你需要：
□圣经

存心节
打开腓立比书1:27。说：我们
的存心节记载在上帝的话语──
圣经之中。大声读出来。“为所
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然后按以
下的动作教导存心节。
为所信的福音

向上指

齐心		

在头顶拍掌

努力		

用手拉绳子的
动作

腓立比书1:27

合掌后分开

探讨
问：约阿施有什么筹钱计划？
为什么百姓会把银子放入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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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赞美和祈祷

＊

交 谊
报告刚才在门口所听到孩子们跟你分享的快乐或烦恼（注意
合适性）。安排时间复习上周学习的存心节和教训。进行生日祝
福，作业表彰或活动通告。对来宾致以热烈的欢迎。

颂 赞		
《我的家》（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52首）
《家中有耶稣》（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73首）
《奉献》（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85首）
《上帝的儿女助益良多》（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87首）（造个
新的存心节：当家人们一起工作，是多么快乐的家庭）
《我为祂付出》（小小声音赞美祂第303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的故事，说：在世界不同的国家
中，上帝的儿女一起工作来荣耀上帝，奉行衪的旨意。

捐 献
说：上帝的儿女一起工作来荣耀上帝，奉行衪的旨意。当我
们向上帝奉献时，也是在服侍祂。今天我们的奉献是用于支持
的圣工。

祈 祷
说：我们一起祷告，请跟着我念，感谢耶稣，使上帝的儿女
一起工作来荣耀上帝，奉行衪的旨意。奉主圣名，阿们。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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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第二课
務

课程应用
一起工作
把干净的垃圾 你需要：
（纸、纸盒、小盒 □干净的垃
圾
子等）撒在教室周
□垃圾桶或
围，说：今天我家
袋
有很多垃圾，我想
留一些在教堂。
你们觉得如何？你可以忍受
吗？（不可以）这样好看吗？
（不好看）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要捡垃圾，让我们一起工
作美化安息日学校的环境）

探讨
问：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工作，
照料上帝的教堂？我们还可以怎
样工作，照料上帝的教堂？你可
以怎样照料你的家？（提供帮
助，迅速服从）那对邻居呢？在
教会呢？（在学校帮忙，当老师
说话时仔细聆听）让我们牢记今
天的主题信息：
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一起
同工

信息分享
修复圣殿
事先准备圣殿图案（见第139
页）给每个学生。用金色纸剪出
一些小正方形，请学生用胶水，
把金色的小正方形纸、手工宝石
和圆形金属片或钮扣，黏在圣殿
需要修补的地方，他们也可以在
圣殿的其他地方涂上颜色。

探讨

管上帝的教会？把图片拿回家与
家人分享，告诉他们，百姓奉献
帮约阿施修理上帝的圣殿，说说
一些可以做的工作以照顾我们教
会。让我们一起读今天的主题信
息：
在上帝的家里，我们一起
同工

你需要：
□圣殿图案
见第139页
□纸
□蜡笔
□金色纸
□剪刀
□手工宝石、
金币或钮
扣
□胶水

问：你们的圣殿现在看起来怎
样？我们可以怎样一起工作以看

结 束
唱：《再见祈祷者》（小小声音赞美祂第44
首）。做以下的祈祷：亲爱的耶稣，请帮助我们寻找
方法一起工作来荣耀你，我们爱你。奉主圣名，阿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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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学生本

修复圣殿
经文
列王纪下
12:1-15; 历
代志下24:114
参考资料
《基督复临安
息日会圣经注
释》第二卷，
原文第923至
924页。

存心节
“为所信的
福音齐心努
力。”腓立比
书1:27

主题信息
在上帝
的家里，
我们一起
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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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帮忙做过家务？如擦窗户或花园除草？约阿施带领他国家
的百姓进行一项伟大的工程，所有的人都一起工作。
约阿施王非常想做一件事。
在邪恶的王和皇后当政的那些年
间，上帝的圣殿没有受到好好的
照料，一些坏国王和皇后甚至将
圣殿的墙拆掉一部分，用这些石
头建造他们所敬拜偶像的殿。
约阿施现在做了王，他想修复
圣殿。他要用跟从前一样的好木
头和石块重建圣殿的墙垣。他要
用崭新的金银盘子来侍奉上帝。
但这得花费很大的一笔钱。
“我们可以从
哪里获取这笔钱
呢？”他问祭司。
祭司们都摊开手，
摇摇头，他们也不
知道。
约阿施有了一
个主意，他要积攒
钱财，但他并不
是唯一一个存钱的
人。他邀请国中所
有的人共同来参与。
约阿施对工人说：“做一只箱
子，顶部钻一个洞。”工人很快
照样做了个箱子来。约阿施让他
们将这只箱子放在圣殿的门口。
每天人们来献祭的时候，就将
奉献放进箱子里。有些人奉献的
钱较多，有些则只有一小点。但
他们都是诚心乐意奉献，不久，
箱子就满了。
祭司们将箱中的钱取出，放入
王的府库，因为那里比较稳妥。

然后，再将空箱放在圣殿的门
旁。就这样，祭司们将箱子倒空
放到门口，等到它满了再倒空。
人们不断地将奉献投入箱子里。
约阿施王府库中的钱渐渐多
了起来。所有人的奉献集合在一
起，约阿施便开始修建圣殿。
约阿施请祭司们雇用最好的
木匠和石匠，买了最好的木头和
石块。也请了铁匠和铜匠，他们
一起根据先前的样子重修圣殿。
圣殿工程完工时，他
们看看库中的钱，工
程款还有剩余呢！于
是，约阿施王用这些
余款订制了圣殿侍奉
所必须的金银器具。
约阿施看着重修
的圣殿以及其中的美
丽摆设，非常高兴，
人民也非常高兴。
他们因为能一起工作
来荣耀上帝而感到快乐。他们使
上帝的家成为一个特别美丽的地
方。
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荣耀上帝。
我们可以帮忙使上帝的家保持干
净和整洁。我们可以在家里、学
校和教会一起合作来荣耀上帝。

学生本

第二课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这星期的每一天，一起读课程故
事，用以下列动作温习存心节。
为所信的福音 .... 向上指
齐心 ............ 在头顶拍掌
努力 ............ 用手拉绳子
腓立比书1:27 .... 合掌后分开
星期日
鼓励孩子与人分享他们在安息日
学所做的圣殿，并讲述人们如何一起
工作，以重建上帝的圣殿。（或者画
一个简单的教堂外形，请孩子着色和
装饰）。
星期一
如果可能的话，带你的孩子去参
观一件建筑作品。问。这些人正在做
什么？对孩子说这些人是一起齐心工
作。然后提醒他们，上帝的子民要一
起同工为上帝做美好的事。
星期二
让你家庭成员的每一人，在家中
取些可充当打节拍乐器的东西，例
如：两支汤匙可互相敲击，一支汤匙
和一只碗，两支筷子等。当一个人唱
一首歌时，就
请一人独奏。
当每人都唱歌
时，则让每一
人都敲击。
问：哪一种较有

趣？说：上帝的子民一起工作，来荣
耀上帝。
星期三
请 家 人
一起在家
里 做 一
项工作
（如：
洗车、
种花、除
草或捡垃
圾）。提醒每个人，上
帝的儿女一起工作。
唱《家中有耶稣》（小小声音赞
美祂第273首），再加上一句“当家人
一起工作，是多么快乐的家庭。”
星期四
计划一个方法，让你的家人能团
结一起做某事；照顾或改进你的教
会，包括一些让孩子做的事。
星期五
当家人表演这个故事时，协助孩
子建一座“教堂”。
感谢上帝，使你们一起为
衪做事。
在祈祷前唱《帮忙》。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