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课

经文
启21:1-6；
赛11:1-9
参考资料
《善恶之争》
第42章

存心节
“上帝要擦去
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
都过去了。”（启
21:4）

教学目标
孩子们可以
知道：天国是一个美
丽、欢乐的地
方，我们在那里
享受与耶稣同住
的快乐。
感受：对在天国与耶
稣一起居住，感
到激动。
回应：感谢耶稣应许
为我们预备天
家。

主题信息
耶稣希望我们与祂一
起永远生活在一个快
乐平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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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家庭的团聚
本月主题
耶稣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故事梗概
圣经描述的天国，是一个再也没有痛苦和死亡的完美
之地，我们将永远和上帝在一起，和亲人朋友在一起。我
们将面对面的与耶稣交谈，将会与所有的动物一起玩耍嬉
戏，并行走在黄金的街道上。尽管我们努力想象，却不能
想象出所有奇妙的事，但我们必要见到并在其间生活。

这是关于恩典的教导
永远和耶稣在一起，和那敬爱的一位团聚，并永远居
住在一起──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来自上帝的应许，祂爱
的礼物惠及所有接受基督为救主和朋友的人，一个荣耀的
未来正等待着我们。

教师补充阅读材料
“耶稣要亲自用右手把冠冕戴在每一个得救的人头
上。每一个人都有一顶冠冕，上面刻着自己的‘新名’
（启2:17）和‘归耶和华为圣’的字样。有胜利者的棕树
枝和光亮的金琴交在每一个人的手中。当司令的天使带头
奏乐时，人人的手便要巧妙的拨动琴弦，发出和谐嘹亮的
甜美音乐，每个人心中洋溢着莫可言宣的欢乐热情，一起
扬起感恩的颂赞……”
“在得赎的群众面前有圣城出现，耶稣便打开珍珠的
门，使谨守真理的国民进去。他们在那里要见到上帝的乐
园，就是亚当未曾犯罪时的家乡。随后有声音发出，这声
音比人的耳朵曾经听过的任何音乐更为甜美，说：‘你们
的争斗终止了。’‘你们这蒙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
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善恶之争》第42章）

教室布置
见第十课。

恩

典

课堂教学概览
课堂环节

持续时间

欢 迎

1

Any
Time

2

活

动

在门口欢迎学生， · 售 票 员 、 票 、 玩 具 钱
聆听他们分享本周 币、售票亭
开心或烦恼的事。

预备活动

＜10分钟

A.冠冕
B.被拒绝的人
C.永生

·黄色或金色做卡片的
纸、剪刀、钉书机、亮
片、小金属片、纽扣、胶
水、活动提示卡──粘贴
绷带、外套、眼镜、钥
匙、药瓶、盒子。
大桶子、沙子、浅平容器

赞美和祈祷

＜10分钟

·交谊
·颂赞
·圣工
·奉献
·祈祷

·无
·歌本
·《儿童圣工消息》
·无

圣经课程

＜20分钟

·体验故事

·－预备活动A的王冠，
假的树叶或纸做的棕榈树
枝，白色衣袍
·云的图案（见附件）
·圣经，14个柔软的玩具
或动物图片见附件，大纸
张、白板笔

·存心节
·圣经研究

3
4

所需材料

课程应用

＜15分钟

·我的天国公寓

·纸、白板笔、蜡笔

信息分享

＜15分钟

·去天国的门票

·售票员，免费票（见附
页）、蜡笔、白板笔、玩
具钱币

*“赞美和祈祷”部分可以在任何时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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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教课

你需要：
*玩具钱币
*票（见附
页）
*售票亭
*售票员

欢

迎

在门口欢迎孩子们，问候他们这一周过得怎样，关心他们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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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门口设售票亭，让孩子来买票，“售票员”要说不能买票。但
有个人有免费票，你愿意得到吗？

预备活动
选择一个或多个最适合你情况的活动。
你需要：
*黄色或金色
做卡片的纸
*剪刀
*钉书机
*亮片、小金
属片、纽扣
*胶水
*活动提示卡

A.冠冕
在提示卡上写“归耶和华为圣”，用亮片和纽扣做王冠，并装饰
它。说：当到了天国，耶稣将给我们每人一个冠冕，正面是“归耶和
华为圣”。祂要将我们的新名字刻在上面。保留王冠在第十三课使
用。

总结
问：得到冠冕，你是怎么想的呢？得到新名字，你是怎么想的
呢？如果可以选择，你愿意叫什么名字呢？耶稣为每个人准备了奇妙
的名字，祂要来接我们到天国。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耶稣希望我们与祂一起永远生活在一个快乐安宁的地
方。
你需要：
*粘贴绷带
*外套
*眼镜
*钥匙
*药品
*盒子

B·被拒绝的人
把所有这些物品装进盒子里，邀请孩子们上前来拿出一个物品。
问：当你到了天国，还需要这个吗？为什么？讨论他们的回答，并引
出结论，天国将会是一个安宁、快乐的地方。

总结
问：你能想到还有什么东西在天国是不需要的吗？在天国不再有
哭泣、疾病和死亡，快乐、平安，耶稣和我们同在。耶稣正为我们预
备天家，不久就接我们到祂那里去。我们的主题信息是：

耶稣希望我们与祂一起永远生活在一个快乐安宁的地
方。

C·永生
请孩子们一个一个上来，每人只拿一粒沙子，把它放入浅平容器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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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问：只拿走一粒沙子很困难吗？你认为我们要花多久的时间，才能
一粒一粒的拿完这一桶沙子呢？如果我们一天拿走一粒，要用多长时
间才能拿完？一周？一年？那将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即使我们不能想
象要花多长的时间，这么长的时间在永恒里就像一粒沙子。耶稣已经
为我们设计了一个美丽的天家，为我们的永生做了很多的事情。思考
这件事。你想与耶稣同住直到永远吗？我们今天的主题信息是：

你需要：
*大桶
*沙子
*浅平容器

耶稣希望我们与祂一起永远生活在一个快乐安宁的地方。

An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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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良善的”（《《为喜乐歌唱》》第13首）
“赞美祂，赞美祂”（《《为喜乐歌唱》》第12首）
“奇妙，奇妙”（《《为喜乐歌唱》》第39首）
“他跨越我的旗帜是爱”（《《为喜乐歌唱》》第25首）
“快，非常快”（《《为喜乐歌唱》》第89首）

圣工
分享儿童圣工的消息，强调耶稣推迟复临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给每
个人机会了解祂，并接受他的邀请与他在天国同住。
你需要：
*第十课的金
奉献
盒子
说：上帝已经赐给我们很多美妙的礼物，祂正在天
上为我们预备更美妙的东西，奉献只是向祂表示我们是多么爱祂。

祈祷
围成一个圈，请每个孩子说出天国里不再会有的事物的名称，诸如
眼镜、疾病、痛苦。再次绕着圆圈走，让孩子们说出他们在天国里想
要做什么。在你的祷告中，为我们将要在天国里体验美好的生活而赞
美上帝，并请求上帝帮助我们做好预备。

111

圣经课程
体验故事
你需要：
*预备活动A
的冠冕
*象征胜利的
棕榈叶（假
树叶或纸做
的棕榈树
枝）
*如果可以，
多准备几件
白色衣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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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说到“耶稣、棕榈树、
和天国”时，让孩子们挥动棕榈
树枝，并高喊“哈利路亚！”让
一个孩子带领作动作。冠冕留到
第13课还可以用。

读或讲故事
当云车带着耶稣、天使和地
上得赎的人到达天国时，它停在
珍珠门前面，在进大门前耶稣给
每个人一顶冠冕（把王冠戴在每
个孩子的头上），每个冠冕上写
着他们在天国里的新名字和“归
耶和华为圣”字样。耶稣也给每
个人一根棕榈枝，一把竖琴，其
中一个天使领唱赞美歌曲，人们
用琴弹奏这首乐曲（唱“哈利
路亚”《《为喜乐歌唱》》第16
首）。
然后，耶稣打开大门说：“争
战结束了，你们蒙我父祝福的，我
从起初就已为你们预备这地方。尽
情享用吧！这是你们的家。”
人们像潮水般涌入大门，他
们看见了多年未见的朋友，又
看见了只是听说过或书上读到
过的人。他们激动万分，说：
“我很高兴你在这里！”“瞧，
谁在这儿！”“看，我带谁来
了！”“我知道你会在这里！”
（鼓励孩子起来拥抱或握手，并
说“我很高兴你在这里！”）耶
稣坐在祂的宝座上，微笑着面对
所有欢喜的群众。人们都转向
祂，取下头上的冠冕，放在祂的
脚前。

忽然，又一阵欢呼声响彻云
霄，亚当进入城内，耶稣站起来
向他伸出手，亚当看见耶稣手上
的疤痕，就俯伏在耶稣的脚下，
以此回应耶稣的拥抱，他哭大声
说：“为我们的罪被宰杀的羔羊
你是配得称颂的！”耶稣把他
扶起说：“亚当，看看你的周
围”。
亚当立刻认出这个地方，他
看到了过去的家──伊甸园。但
现在的这园子看起来比他以前住
的时候更加美丽。亚当与耶稣漫
步在他过去常常收集果物的林
间，他闻闻过去常常採摘鲜花的
香气，摸摸过去常常栽培的葡萄
树，他仰视着美丽的棕榈树，天
国真是美好的地方！
动物来到亚当身旁，他看到
豺狼和羔羊一起游戏玩耍，所有
动物都温文尔雅，甚至与小孩嬉
戏。山羊和虎豹、牛犊和马，狮
子和熊同眠。它们都吃同样的食
物，在天国不再相互吞噬。
耶稣引领亚当来到生命树那
里，摘了一个水果说：“亚当，
这是给你吃的。”亚当看着新伊
甸园里所有的人，他们是他的儿
女、孙儿女、及子子孙孙的后
代，都属于他的家庭，他非常高
兴，因为耶稣拯救了他们，他把
冠冕放在耶稣的脚边。最后，他
热烈地拥抱耶稣。
接着，亚当拿起他的琴，带
领他的家人引吭高歌赞美上帝：
“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羔羊，

你是配得称颂，配得赞扬！”所
有的人又取下冠冕，俯伏在耶稣
的脚前，他们也同样深深俯伏拜
祂，起身时他们挥动棕榈枝称颂
上帝，天使也加入颂赞的行列。
每一个人在天国的家里都欢
欣快乐地与耶稣生活在一起。

总结
问：你认为这张天国的图片
看起来怎么样呢？当你到了天国
的时候，你期待什么呢？为什么
亚当要跪倒在耶稣的脚前？你能
想象出，当亚当重新见到伊甸园
时有什么感受呢？对于所有的动
物来说，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
哪样动物你愿意作为宠物来养
呢？你愿意在天国与耶稣一起生
活吗？一起说今天的主题信息：

耶稣希望我们与祂一起
永远生活在一个快乐安
宁的地方。

存心节
预 先 让 每 五 你需要：
个或六个孩子组 * 云图案 （ 见
成一组，把存心 附页）
节的两三个词
句写在各片云的图案上。“上帝
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
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
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启21:4）。
把孩子们分成小组，并给各
组一套云的图案，打乱顺序，
让他们分类挑选出哪些云组成存
心节。一起说出这一章节，然后
各组挪去一张云的图案。重复几
次，每次挪去一张云的图案，就

提醒孩子们耶稣将要驾云降临，
并召集我们到天上与祂相会，接
着讨论存心节，确定每个孩子明
白存心节的意思。

圣经研究
将下面的经文录音，放入每
个动物玩具里。把孩子们分成两
人一组，不能阅读的人与能阅读
的人或一个大人搭配。安息日学
开始前，把动物放在教室四周，
说：今天我们来旅行寻找我们可
能在天国见到的动物，圣经经文
在这13个动物身上，当你找到一
个动物时，找出经文，看你可以
学到哪些有关天国的教导：
启21:3 启21:4 启21:5 启21:6
启21:7 赛11:6 赛11:7 赛11:8
在一张大纸上，列出孩子们
找到所有关于天国的事物。

你需要：
*圣经
*13个柔软玩
具动物或动
物图片
*大张纸
*白板笔

总结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回应你的提
问：我们学到了关于天国的什么
呢？你认为天国最奇妙的事是什
么？关于到天国去，你有什么感
受呢？你想居住在那里吗？为什
么？对我来说最奇妙的事就是我们
将与耶稣永远在一起。记住我们的
主题信息……

耶稣希望我们与祂一起
永远生活在一个快乐安
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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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应用
我的天国公寓
你需要：
*纸
*白板笔／蜡
笔

说：今天我们将要设计我们
在天国的公寓，你可以画一个设
计图，展示公寓的房间，或画一
幅你想象天国公寓的画。孩子们
做完后，称赞他们的作品。

总结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回应你的
提问：告诉我们，你房屋的特别
之处。你愿意和谁相邻而居呢？
在那里会有一些破门而入的盗贼
吗？为什么？你已经画好了一些
可爱的房屋，谁将在天国建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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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屋呢？什么时候？你认为它
会像你画的那样吗？为什么？我
们甚至不能想象耶稣所建造的
家，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快乐的
居住在里面，它们会比地上的王
宫更加的美丽，天国是一个安宁
而美丽的地方。一起说今天的主
题信息：

耶稣希望我们与祂一起
永远生活在一个快乐安
宁的地方。

4

信息分享

天国门票
用在欢迎活动中发的票，或
在安息日学开始之前制作票券。
发给孩子一些玩具钱币，并指示
他们去买一张到天国的票。售票
员说：对不起，你不能买天国门
票，但是我们的王耶稣说你可以
得到一张免费的。当所有孩子都
有一张免费票时，询问他们：想
想某个你希望跟你一起到天国的
人。让我们为他们制作免费门
票。给孩子们一些时间装饰票
券。

总结
问：你愿意把免费门票送给
谁呢？你将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肯定孩子们的回答。帮助孩子们
练习邀请某人与他们一起到天

国，因为耶稣爱我们，他在十字
架上付出了代价，所以人人都可
以选择去天国。告诉你的朋友这
个道理，并和他们分享今天的主
题信息，让我们一起说：

耶稣希望我们与祂一起
永远生活在一个快乐安
宁的地方。

结束
请孩子们围成一个圈，为他
们打算分发天国门票的人祷告，
求主帮助。祈求耶稣与每一位同
在，并帮助所有的人与他亲密同
行，当祂再来时，所有的人都做
好预备。

你需要：
*售票员
*免费的门票
（见附页）
*蜡笔／白板
笔
*玩具钱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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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学生本

一个大家庭的团聚
经文
启
21:1-6；
赛
11:1-9
参考资料
《善恶之争》
第42章

存心节
“上帝要擦去
他们一切
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
悲哀、哭号、
疼痛，因为以
前的事
都过去了。”
（启21:4）

主题信息
耶稣希望我们
与祂一起永
远生活在一个
快乐安宁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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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经在动物园里看见过狮子
吗？你愿意被关进同样的笼子里
吗？当我们到了天国，狮子将变
得像小动物一样温顺，并且与绵
羊和羊羔同睡。那里将会有一番
怎样的景象呢？

当云车带着耶稣、天使和地
上得赎的人到达天国时，它停在
珍珠门前面，在进大门前耶稣给
每个人一顶冠冕，每个冠冕上写
着他们在天国里的新名字和“归
耶和华为圣”字样。耶稣也给每
个人一根棕榈枝，一把竖琴，其
中一个天使领唱赞美歌曲，人们
用琴弹奏这首乐曲。
然后，耶稣打开大门说：“争
战结束了，你们蒙我父祝福的，我
从起初就已为你们预备这地方。尽
情享用吧！这是你们的家。”
人们像潮水般涌入大门，他
们看见了多年未见的朋友，又
看见了只是听说过或书上读到
过的人。他们激动万分，说：
“我很高兴你在这里！”“瞧，
谁在这儿！”“看，我带谁来
了！”“我知道你会在这里！”
耶稣坐在祂的宝座上，微笑着面
对所有欢喜的群众。人们都转向
祂，取下头上的冠冕，放在祂的
脚前。
忽然，又一阵欢呼声响彻云
霄，亚当进入城内，耶稣站起来
向他伸出手，亚当看见耶稣手上
的疤痕，就俯伏在耶稣的脚下，
以此回应耶稣的拥抱，他哭大声
说：“为我们的罪被宰杀的羔羊
你是配得称颂的！”耶稣把他

扶起说：“亚当，看看你的周
围”。
亚当立刻认出这个地方，他
看到了过去的家──伊甸园。但
现在的这园子看起来比他以前住
的时候更加美丽。亚当与耶稣漫
步在他过去常常收集果物的林
间，他闻闻过去常常採摘鲜花的
香气，摸摸过去常常栽培的葡萄
树，他仰视着美丽的棕榈树，天
国真是美好的地方！
动物来到亚当身旁，他看到
豺狼和羔羊一起游戏玩耍，所有
动物都温文尔雅，甚至与小孩嬉
戏。山羊和虎豹、牛犊和马，狮
子和熊同眠。它们都吃同样的食
物，在天国不再相互吞噬。
耶稣引领亚当来到生命树那
里，摘了一个水果说：“亚当，
这是给你吃的。”亚当看着新伊
甸园里所有的人，他们是他的儿
女、孙儿女、及子子孙孙的后
代，都属于他的家庭，他非常高
兴，因为耶稣拯救了他们，他把
冠冕放在耶稣的脚边。最后，他
热烈地拥抱耶稣。
接着，亚当拿起他的琴，带
领他的家人引吭高歌赞美上帝：
“为我们的罪死而复活的羔羊，
你是配得称颂，配得赞扬！”所
有的人又取下冠冕，俯伏在耶稣
的脚前，他们也同样深深俯伏拜
祂，起身时他们挥动棕榈枝称颂
上帝，天使也加入颂赞的行列。
每一个人在天国的家里都欢
欣快乐地与耶稣生活在一起。

亲子时间
安息日

·若可以，与你的家人出去散步。列
出你看到的动物和鸟类，它们的天
敌是什么？你能想象得出在天国，
它们将成为最好朋友时的情形吗？
·散步时，问你的家人，当他们到了
天国时，想做什么。
·感谢耶稣，因祂的死，使得你们所
有的人可以与祂一起居住。

星期日

·在云的图案上写上存心节，每张云
的图案写几个字，把图案混合起
来，再按照顺序排好，进行几次，
直到熟记。
·在家庭崇拜中，列出狼和羊的五个
特点，它们为什么是敌人？在赛
11:6查寻，在天国将发生什么？
·装扮成赛11:6、7提及的动物，看
你的家人能猜出多少。
·感谢耶稣天国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星期一

·在家庭聚会中阅读讨论启21:1-6。
·用英文字母H-E-A-V-E-N（英文“天
国”的意思）列出你能想到有关
天国的事物，用这些字母起头，
例：H是Happy（快乐）、Hippo（河
马）、Health （健康）。
·教家人存心节，说出一些生病的或
已过世的家人或朋友的名字，在天
国也会生病吗？
·感谢耶稣，因为在天国将没有悲伤。

星期二

国里，将不需要什么工作？
·感谢耶稣给我们水，也赐给我们
“生命之水”。

星期三

·在家庭聚会中阅读和讨论启21:2。
请你的父母给你看他们婚礼的照
片，圣经中说到“像新娘一样漂
亮”是什么意思？
·给耶稣写封信（或请大人帮助你
写），感谢祂邀请我们去天国，告
诉祂你期待的是什么，询问你可能
有的任何问题。在家庭聚会中分享
你的信。

星期四

·为家庭聚会阅读并讨论启21:5。耶
稣已告诉约翰一切都怎样了？提出
一些有关天国的判断题，看你的家
人是否能判断以下说法的对错。
·想一想有朋友来访时你要做的事，
我们到天国只是一个拜访吗？你认
为耶稣在天国为我们做了什么准
备？
·列一张你希望在天国遇见的人的名
单，讲讲你为什么想在天国见他
们。

星期五

·在家庭聚会中阅读和讨论启21:3，
谁居住在城里？
·今天我们迎接安息日，这是与耶稣
同在的特别日子，帮助你的家庭为
安息日作好预备。
·在家庭聚会中唱赞美上帝的歌。
·感谢上帝赐下这特别的一天，感谢
祂的爱和祂关于天国的应许。

·在家庭聚会中，为每个人预备一杯
水，说耶稣为每个人提供了生命之
水。阅读和讨论启21:4，想象不再
有眼泪、疼痛、死亡的情景。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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