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课

上帝的十条诫命
敬

拜

感谢上帝与我们同在

经文
出埃及记19:1-11，16-20，25；20:1-17；32:15，16；参考资料
《先祖与先知》第27章
存心节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出埃及记19:8
教学目标
学生可以
知道：上帝赐下律法做我们的生活准则。
感受：感受到在生活中遵行上帝的律法就是敬拜祂。
回应：感谢上帝赐下律法。
主题信息
我们感谢上帝指教我们如何生活

课前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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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概要

这是关于敬拜的教训

以色列人洁净身心，准备与上
帝见面，他们禁食、祈祷和清洗身
体衣物，他们立志做好上帝吩咐的
每件事。西奈山上打雷闪电，乌云
密布，伴随着号角声与地震，上帝
亲临，与以色列人对话。祂说，只
要他们顺从，就能得到祝福。上帝
赐下十诫使他们过快乐的生活，并
成为世界的榜样。

我们在上帝的律法中生活，是
对祂的爱给出的回应，也是在敬拜
祂。祂创造我们，并知道什么对我
们最好，当我们遵守祂的律法，祂
应许赐下祝福，这些律法使我们远
离撒旦的控制。我们感谢上帝指教
我们如何生活。

敬

拜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预备活动

＜10分钟

＊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圣经课程

＜20分钟

2

3
4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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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木头人
B.不按规则游戏

• 有
• 沙包，塑料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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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海报板或厚纸板，白板
笔，大剪刀，第十课的
“云棒”，两个锅盖
• 圣经
• 圣经

课程应用

＜15分钟

情景实例

• 有

信息分享

＜15分钟

石碑上立诫命

• 扁平石头，蜡笔或白板
笔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这时所颁布的律法，并不单
是为希伯来人的利益。上帝固然重
看他们，要他们保守并遵行祂的律
法，但祂也要他们把这律法看作是
为全世界保留的一种神圣委托。十
诫的训辞是适合于全人类，又是为
教导并治理全人类而颁布的。十条
诫命诚然简明，广泛而有权威，也
包括世人对上帝和同胞的本分；而
且都是以爱的大原则为基础的。”
《先祖与先知》第284页

“这律法之中看似消极，却隐
喻更深的意涵：融合了实践与生
活。（第89封信，1898）”《基
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一
卷，原文第1105页
你对遵守上帝的诫命有什么感
想？你是否把自己的态度传承给学
生？

教室布置
延用沙漠布景和帐篷，加立一
个十诫石碑（见体验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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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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人
玩“一二三，木头人”的游戏。在教室后面画一条直线，请学
生站在线后，清空他们前面的地方。告诉他们，当你背对他们说
“一二三”时，他们可以快速向你走过来；当你向后转说“木头
人”时，他们就要停下来站着。如果有人动了，他们就要回到起
点，游戏，直到有学生到达你那里。

探讨
问：这游戏好玩吗？遵守游戏规则是容易还是困难？我们在
哪些地方还有规则？（家﹝不可以玩插座，要听话，准时上床睡
觉﹞，学校﹝不可以拿剪刀奔跑﹞，驾驶﹝交通标志，车速限
制﹞，游泳池﹝不可以奔跑，不可以跳水﹞）
玩游戏时为什么要有规则？（公平，不能作弊，所有人都知道游
戏内容）我们为什么要有交通规则？有家规？如果没有规则的话，会
发生什么事？今天的圣经故事是关于，上帝赐给以色列人指引生活的
十诫，这些诫命也帮助我们行走正确的路。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们感谢上帝指教我们如何生活
我们一起读。
你需要：
□沙包
□塑料碗

B.不按规则游戏
布置丟沙包游戏，用塑料碗（或类似的东西）让学
生把沙包丟进去，让每位学生丟三次。再轮到你时，故
意扔不中，拿回沙包，说：这不算，我要再丟一次。继
续不服从规则游戏，但要求学生遵守规则。

探讨
问：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是怎样玩游戏？我有照游戏规则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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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课
服 務
吗？（没有）我应该像你们那样，照游戏规则玩吗？（应该）当我
不按规则游戏时，你们感觉如何？（耍赖皮，捣乱，令人不满）
我们不遵从上帝的诫命也会令人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是由于我
们为他人添麻烦，所以也使他人不高兴，因为我们没有爱他们。我们
的圣经故事是讲到上帝颁布十诫给以色列人，这十条诫命为了帮助他
们过快乐的生活。祂希望他们快乐，藉着遵守诫命来显示他们对祂的
爱。祂希望我们也如此去行，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我们感谢上帝指教我们如何生活
我们一起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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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喜乐》（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68首）
《服从》（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70首）
《喜悦或伤悲》（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71首）
《哦，朋友，你爱上帝吗？》（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10首）
《我爱上帝》（小小声音赞美祂第207首）

圣

工

讲一个《儿童圣工消息》的故事，说：世上所有的人都遵守
上帝的诫命，他们拥有快乐的人生。我们一起听来自地球另一
端孩子们的故事，我们今天的圣工故事是_______。

捐

献

说：我们感谢上帝赐下律法时，就是在敬拜祂，奉献时也是
在敬拜上帝。

祈

祷

说：我们一起祷告，请跟着我念。感谢耶稣，赐律法给我们
度快乐的人生，我们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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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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海报板或
厚纸板
□白板笔
□大剪刀
□第十课的
“云棒”
□两个锅盖

132

事先准备写有十诫的匾额，
可以把简单版本的经文写在海报
板或厚纸板上，或只写上数字
1-10。剪下匾额，在你分享故事
时，请学生做动作。

说故事
以色列人仍在沙漠里，他们离
开埃及已经有三个月了。他们在
山脚下扎营，这时候，上帝通知
摩西，祂有很重要的事要对祂的
子民说。
上帝想提醒百姓，祂是如何眷
顾、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祂
应许，如果以色列人继续听从祂
的指示，就可以快乐地生活，祂
会赐下福气。邻近国家的人也能
看出上帝是多么爱他们，就也想
认识上帝。
这些人承诺会遵行上帝希望他
们做的事，他们说：“凡耶和华
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请
学生重复句子。﹞
上帝对摩西说，祂要在密云中
亲临与他们说话，让百姓能听到
祂的声音。祂吩咐摩西，要百姓
准备好与祂见面。
百姓要沐浴更衣，以最神圣
洁净的外表来朝见上帝，这是对
上帝的尊重。他们禁食，即不进
食，但可以喝水，他们也祈祷。
三天后，在山上有雷鸣、闪
电和密云，上帝亲临云中。百姓
听见了号角声，看见山摇地动。
百姓站在山前，准备迎接上帝。
他们看见从云层而来的大能与力

量，都很惧怕。
然而，上帝不想以色列人害
怕，祂爱他们，于是直接与他们
说话，告诉他们十条特别的诫
命，希望他们能在生活中遵守。
你知道这十诫是什么吗？它们
是：
1.只爱上帝，不能让其他事
物或人超过上帝。
2.只敬拜上帝；不敬拜偶像
或其他东西。
3.以内心敬畏的态度来称呼
上帝的名。
4.把安息日作为一个特别神
圣的日子，每周的这一天
与上帝相处。
5.孝敬顺从你的父母。
6.其他人的生命是很重要
的；不可恨恶或伤害别
人。要关心那些有需要和
受伤的人。
7.要忠诚于你的配偶。
8.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
9.要诚实。
10.以你所有的为乐；不可贪
图别人的东西。
接着，上帝吩咐摩西来到山
顶，上帝在那里的两块石碑上写
了十条诫命，祂希望百姓顺从这
些律法。上帝不是用铅笔或圆珠
笔写，你知道祂用什么写吗？祂
用手指写在石碑上！﹝展示十诫
匾额﹞
我觉得这些诫命很好，你呢？
它们告诉我们要爱上帝、爱人。
因为上帝爱我们，祂赐律法作我
们生活的指引，还应许我们，如

第十三课
服 務
果我们遵守诫命就能得到快乐。
上帝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相
信上帝知道：如何使我们快乐。
当我们顺从上帝，照祂所说的生
活，我们就在敬拜祂。

探讨
问：在以色列人要准备见上
帝时，你觉得他们有什么感受？
（开心，害怕，紧张，担忧，肃
然起敬）
你如何准备到到上帝的殿，我
们的教会？为什么？
上帝的律法显明祂爱我们？
（因为遵守律法会给人带来快
乐；祂应许，如果我们遵守律
法，就会得到幸福）
你想在生活中遵守上帝的律法
吗？为什么？

圣经研究

你需要：
打 开 出 埃 及 记 □圣经
19:1-11，16-20，25； 20:1-17；
和32:15，16，指着章节，说：今
天的故事就记载在圣经的这里。
大声读出这些章节，如有需要可
做解释。

探讨
问：以色人在哪里？（山脚
下）上帝叫他们在觐见祂前做什
么准备？（清洗衣服，沐浴身
体）为什么祂要叫他们准备好？
（因为祂希望他们记得那天神圣
而特别的时刻）
上帝如何前来见他们？（祂以
雷鸣、闪电和密云，响起号角和

撼动大地前来）祂给他们几条诫
命以便他们得以过美好的生活？
（十条）上帝如何把十诫律法写
在石板上？（用祂的手指）
以色列人答应了上帝什么？
（遵守诫命）
你想快乐吗？你想在上帝的律
法下生活吗？为什么？
记得我们的主题信息吗？让我
们一起读出来：
我们感谢上帝指教我们如
		
何生活

存心节
打开出埃及记19:8。说：我们
的存心节记载在上帝的话语──
圣经之中。大声读出来。“凡耶
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然后按以下的动作教导存心节。

你需要：
□圣经

凡耶和华..... 向上指
所说的，..... 指向嘴巴
我们......... 指自己，再
指他人
都要遵行。... 张开双手
出埃及记19:8...合掌后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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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情景实例
说：十诫是有关爱上帝和爱人
的。我会念一个小故事，再问你们
问题，每个故事都与十诫有关。
1.亚当喜欢上学，因为他能
够更进一步认识耶稣。当
他生病了，需要留在家
中，他会感到难过。这
时，亚当表现了对谁的
爱？（上帝）
2.珍妮在祈祷时闭上眼睛，
合上双手，在她与上帝说
话时，不想被任何东西打
扰。珍妮表现了对谁的
爱？（上帝）
3.詹姆士在谈及耶稣时会微
笑，他听见其他孩子受伤
或愤怒时会呼叫耶稣的
名，但他只以尊重和崇敬
的心面对耶稣。詹姆士表
现了对谁的爱？（耶稣）
4.莎拉的家人在安息日下午
一起去野餐，也在树林散
步，他们试着在每个安息
日制造出感恩和敬拜的气
氛。莎拉的家人表现了对
谁的爱？（上帝）
5.吕贝卡在后院荡秋千，妈
妈叫她帮忙准备开饭，吕
贝卡快速过去帮忙。这
时，吕贝卡表现了对谁的
爱？（父母）
6.路加的哥哥老是取笑他，
令他不开心，路加似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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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他哥哥，但他并没有这
样做，反而求耶稣帮助
他，然后回到房里独处。
这时，路加表现了对谁的
爱？（他哥哥）
7.泰拉的父母意见不合，泰
拉很惧怕，因为她听说有
些父母吵架后会离婚。她
问父母是否会离婚，他们
说不会，他们彼此相爱，
也承诺会一直在一起。泰
拉表现了对谁的爱？（每
个人和家人）
8.佩蒂与海蒂在商店里，海
蒂在买糖，佩蒂没有钱，
她真的想买一颗糖，而她
知道，拿糖而不付钱是错
的。佩蒂表现了对谁的
爱？（商店老板）
9.爸爸吩咐卡特，他不在的
时候，卡特不能玩他的工
具。当爸爸找不到锤子
时，卡特说实话，承认自
己拿去玩了。卡特表现了
对谁的爱？（爸爸）
10.夏绿蒂没有茶具，她真的
很渴望能拥有一套。她的
朋友艾蜜莉邀请她，一起
用新茶具开茶会，夏绿蒂
觉得满足，也替艾蜜莉感
到高兴。夏绿蒂表现了对
谁的爱？（艾蜜莉）

探讨
问：请记住，整个十诫教导我
们爱上帝和爱人，它们是上帝的

第十三课
服 務
应许。如果我们遵守诫命，就不
会做撒旦诱惑我们做的事。在生
命里只有两个选择：跟从上帝或
跟从撒旦。
你想跟从和遵守上帝的律法
吗？你难以遵守时，上帝会帮
你，祂想帮助你，求祂与你同
在，祂就会给你力量，以遵守那

些诫命。
我们服从时，就表示我们非常
爱上帝，这就是在敬拜祂。让我
们再一次共同说出主题信息：
我们感谢上帝指教我们如
何生活

信息分享
石碑上立诫命
给每位学
你需要：
生一块石头和
一 支 蜡 笔 或 白 □扁平石头
板 笔 ， 请 他 们 □蜡笔或白
板笔
在石头上写数
字，或画画以代表十诫的其中一
诫。（复习十诫）

探讨
问：祂是否希望我们像以色列
人那样遵守相同的诫命吗？（是
的）上帝的律法有没有改变？

（没有）祂把它们写在哪里？
（石碑上）祂用什么写？（祂的
手指）上帝把十诫写在石头上，
让每个人知道，诫命永远不变。
将石头带回家与大家分享，向
家人讲述上帝如何在石头上刻十
诫给以色列人和我们。让我们再
一次说出今天的主题信息：
我们感谢上帝指教我们如
何生活

结 束
唱：《再见祈祷者》（小小声音赞美祂第44
首）。做以下的祈祷：感谢耶稣赐下律法指导我们的
生活，请帮助我们顺从诫命来敬拜你，我们爱你，奉
主圣名，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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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上帝的十条诫命
经文
出埃及记
19:1-11，
16-20,25；
20:1-17；
32:15，16
参考资料
《先祖与先
知》第27章

存心节
“凡耶和华
所说的，
我们都要
遵行。”
出埃及记
19:8

主题信息
我们
感谢上帝
指教我们如
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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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家有什么家规吗？例如：不能在两餐之间吃东西，或是要将玩
具归位这些规矩呢？规矩对我们有帮助，它们也帮助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仍在沙漠里，他们离
开埃及已经有三个月了。他们在
山脚下扎营，这时候，上帝通知
摩西，祂有很重要的事要对祂的
子民说。
上帝想提醒百姓，祂是如何眷
顾、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的，祂
应许，如果以色列人继续听从祂
的指示，就可以快乐地生活，祂
会赐下福气。邻近国家的人也能
看出上帝是多么爱他们，就也想
认识上帝。
这些人承诺会遵行上帝希望他
们做的事，他们说：“凡耶和华
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上帝对摩西说，祂要在密云中
亲临与他们说话，让百姓能听到
祂的声音。祂吩咐摩西，要百姓
准备好与祂见面。
百姓要沐浴更衣，以最神圣
洁净的外表来朝见上帝，这是对
上帝的尊重。他们禁食，即不进
食，但可以喝水，他们也祈祷。
三天后，在山上有雷鸣、
闪电和密云，上帝亲临云中。
百姓听见了号角声，看见山摇
地动。百姓站在山前，准备迎
接上帝。他们看见从云层而来
的大能与力量，都很惧怕。
然而，上帝不想以色列人
害怕，祂爱他们，于是直接与
他们说话，告诉他们十条特别
的诫命，希望他们能在生活中
遵守。你知道这十诫是什么

吗？它们是：
1.只爱上帝，不能让其他事物
或人超过上帝。
2.只敬拜上帝；不敬拜偶像或
其他东西。
3.以内心敬畏的态度来称呼上
帝的名。
4.把安息日作为一个特别神圣
的日子，每周的这一天与上
帝相处。
5.孝敬顺从你的父母。
6.其他人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不可恨恶或伤害别人。要关
心那些有需要和受伤的人。
7.要忠诚于你的配偶。
8.不可以拿别人的东西。
9.要诚实。
10.以你所有的为乐；不可贪图
别人的东西。
接着，上帝吩咐摩西来到山
顶，上帝在那里的两块石碑上写
了十条诫命，祂希望百姓顺从这
些律法。上帝不是用铅笔或圆珠
笔写，你知道祂用什么写吗？祂
用手指写在石碑上！
我觉得这些诫命很好，你呢？
它们告诉我们要爱上帝、爱人。
因为上帝爱我们，祂赐律法作我
们生活的指引，还应许我们，如
果我们遵守诫命就能得到快乐。
上帝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相
信上帝知道：如何使我们快乐。
当我们顺从上帝，照祂所说的生
活，我们就在敬拜祂。

学生本

第十三课
服 務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这星期的每一天与孩子一起研读
课文中的故事，同时复习存心节：
凡耶和华.......... 向上指
所说的，.......... 指向嘴巴
我们.............. 指 向 自 己 ， 再
指他人
双手张开
........
都要遵行。
合掌后分开
....
出埃及记 19：8
星期日
鼓励你的孩子将安息日学班上所
写或画的石头，与人分享。同时，告
诉他们上帝颁给以色列人十条诫命，
开始教你的孩子前四条诫命。
星期一
一起读19:1-11，16-20，25，
20:1-17和32:15，16，问：为什么上
帝给我们这些生活的准则呢？
玩“木头人”游戏，问：遵守游
戏规则很难吗？遵行上帝的律法困难
吗？谁能帮你呢？
星期二
让你的孩子
看你制作一些
简单的食物，但
不要遵循食谱
做（加太多盐
或糖等等）。
问：我们不遵循
食谱，会怎么样

呢？请说说遵循上帝的指示而生活是
多么重要的事。
星期三
与孩子玩
游戏，但不
遵守游戏规
则。问：我
不遵守游戏规
则的时候，你
有什么感受呢？
温习后面的六
条诫命，确信孩子
明白这些诫命告诉我
们如何与人相处。
星期四
开车或走路时，向孩子指出交
通信号，与孩子讨论其含义，问：假
如有人不遵守交通信号，会怎么样
呢？问：为什么有停止的信号灯呢？
有规则是好的吗？
星期五
与家人表演这则故事，快速点亮
和熄灭手电代表闪电。让一位大人读
出课文中的故事及十条诫命。
计划第二天一起做些特别的事。
唱一首快乐的歌，感谢上帝给我们律
例使我们快乐，请
求祂帮我们顺从
并荣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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