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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主

题 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
给我们新生命。
恩典
我们需要上帝的爱。

复活的应许
圣经故事概要

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旁，
他吩咐人将石头挪开。马大虽提
出了异议，
但耶稣提醒她要相信就能看到上帝的荣耀。人们
清楚看到在耶稣祷告的时候，
拉撒路缠着裹尸布。他的祈祷
证明他就是上帝的圣子，而且他确信天父必定垂听他的祷
告。

存心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
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
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
的人必先复活。”（帖前4:16）

参考资料

▪ 约11:1-44；帖前4:13-18
▪《历代愿望》58章，533-536页
▪《圣经故事》（1994），卷9，2227页
▪ 学生故事在本书第132页

基本信仰

▪ 第25条：基督复临
▪ 第26条：死亡与复活
▪ 第9条：基督的生、死与复活

教学目标
学生们可以：
知道：拉撒路经历了第一次的
死，基督复临时，他要复活。
感觉：确信在基督复临时，他们
也要复活。
回应：对基督复临充满热情。

这是关于恩典的教导
上帝恩典的最终目标乃是赐给我们亚当因为犯罪所丧失的
永生。生命是上帝所赐的最高礼物；信子的人就有永生。
永生是从现在开始的。耶稣的复活是我们也可以复活的保
证。拉撒路的复活是我们复活的预尝。

教师补充阅读
“他虽身为上帝的儿子，
却取了人的形质，
也为人间的痛苦
所感动。他恩慈怜悯的心时刻同情受苦的人类。他与哀哭
的人同哭，
与喜乐的人同乐。”（《历代愿望》533 页）
“他再展望到将来，
看到人类所不可避免的痛苦、忧伤、哭
泣和死亡。他的心被各世代、各地方人类群体的痛苦深深
地刺伤了。”（同上，
534 页）
“凡人力能做的，
他不会用神力去做。上帝并不是用不着人
的帮助。他加添人的能力，
在人使用他所赐的才能时，
与人
合作。”（同上，
535 页）
“他的复活是一切死了的义人复活的典型和保证。‘我们
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上帝也必
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帖前 4:14）”（同上，
786 页）
今天我如何在生活中庆祝复活？耶稣如何坚固我？当我专
注在耶稣复临接我回家时，
我的观点如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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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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和赞美

2
3
4

15-20分

课堂活动

所需材料

在门口欢迎学生，
聆听他们的快乐或烦恼。

A复活惊叹（见126页）

便利贴/纸，笔/铅笔，白布/床单

B复活塔（见126页）

可堆叠的物品，如木块，空纸巾
盒，书，石头

见第127页

赞美诗本、奉献箱、世界地图、
图钉

故事简介（见128页）

圣经研究 15-20分

经历故事（见128页）

复印约11：1-44；两条围巾（可
选），红布，白布/床单，棕色食
品杂货袋

圣经探索（见129页）

圣经

课程应用 10-15分

情境介绍（见129页）

信息分享 10-15分

复活阅读（见130页）

*

结束

圣经，美术用品或布偶，桌子，乐
器，等等。

A祷告（见130页）
B亲子活动（见130页）
C下周课程预习（见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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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1

预备活动

选择最适合您实际情况的活动。

A

复活惊叹

你需要
便利贴/纸
笔/铅笔

给 学 生 们 便 利 贴 或 一 些 白布/床单
纸，以及铅笔或笔。说：设
想自己是拉撒路；耶稣刚刚让你复活，你面部
的绷带还没有摘下。你如何表达对耶稣的感
激？你会惊呼什么？将你的惊叹写在便利贴 /
一张纸上。
我需要一名志愿者上来，
缠上白布（床单）。
接受一名志愿者，或者另一名成人。一旦这名
志愿者缠好了白布，
学生们可以把手写的便利
贴粘在志愿者身上。给学生们几分钟时间完
成该活动。

总结
站在缠着白布的人旁边说，
我希望你不介意多
站一会儿，因为你还要参与一个圣经故事。尽
管我们往往把死亡看作一件悲伤的事情，
但它
也有光明的一面—在上帝，
总有光明面！死
亡并不是结束；以后还有复活。熟悉存心节的
学生可以个人或者一起诵读：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
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前 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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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记得

主题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给我们新生命。

B

复活塔
你需要把某些东西堆积成一个
塔，例如用木块，空纸巾盒，书
籍，
或者石头。

你需要
木块
空纸巾盒
书
石头

要求学生们组成四人或五人的小组。（小教
会：两个学生一起，或者组成一个小组）将这
些堆积用的材料放在房间中间。说：这个活动
的目的是看你在 2 分 25 秒之内能建一个多
么高的塔。在开始拿木块之前，你们小组里必
须有一个人说出希望在复活时看到的人。想
得越快越好，然后开始去拿木块建塔。你们准
备好了吗？开始！时间到了之后，
或者当第一
座塔摇摇欲坠的时候，喊停止，并要求小组成
员数一数他们共享了多少个木块。赞扬获胜
者。问：
哪个小组希望在复活时看到耶稣？（如
果有，
问他们是不是先说出了耶稣的名字）一
起说约 11：
25，
26。想象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
旁。他是复活，也是生命，他站在那里，等待让
拉撒路复活。众人都在哭泣。但愿我们不要再
犯同样的错误，好吗？如果时间允许，再建一
座塔，这一次，说出那些会让我们复活之生命
更加美好的事情。

总结
如果你没有完成预备活动A部分，
现在与学生
们回顾存心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天
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
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前 4：
16）
问：
在基督里死了的人是指谁？（那些信靠耶
稣的人。）如果我们把生命献给耶稣，
我们可
以确信：

主题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给我们新生命。

126

*祈祷与赞美

*“祈祷与赞美”可以放在课堂的任何时段进行。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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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
的欢迎。通过带来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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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歌”（《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72 首）
“上帝爱世人”（《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43 首）
“特别的拯救”（《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51 首）
“出来”（《主是我们的诗歌》第 74 首）
“他复活了”（《赞美时刻》第 31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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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圣工故事的时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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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 捐献的时候，从心里告诉上帝，你希望通
过此种方法将耶稣告诉世人。

你需要
捐款箱

祷告
说：上帝啊，我们非常爱你，我们希望告诉你，你对我们意
味着什么。暂停片刻。要求每一名学生说一两句。然后继
续：上帝啊，我们都令你失望了，我们很愧疚。要求学生们
说一说他们为什么事愧疚。上帝啊，我们也有特别的喜
乐，现在我们将这些喜乐带到你面前。要求学生们分享他
们的喜乐。最后，要求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说出自己的需要
与担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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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主
啊，你知道我们的心思。感谢你卸除我们的重担。恳求你
始终占据我们的思想。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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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2

圣经研究
你需要

故事简介

经历故事

说：
今天我们对所学习有关约翰
福音 11 章的内容进行总结。关
于拉撒路的死，
以及耶稣对两姐
妹的回答，
令你印象最为深刻的
是什么？（留出回答的时间）
在过去的三个星期，
对你个人最
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这一章
非常重要，
我们来进行戏剧性的
回顾。

提前福音约 11：
1-44. 对话部分要做出标
注。在复印好的经文中，
标注出各个人物所
说的话。当轮到某个学生的时候，
你可以提
醒他。

复印约11：1-44；两
条围巾（可选）
红布
白布/床单
棕色的食品杂货袋

围巾是为马大和马利亚准备的，要戴在头上；红布要绑在耶
稣的肩上和身上；在预备活动 A 部分时，拉撒路已经缠好了
白布 / 床单；
棕色的食品杂货袋要剪透，
形成一个大圆圈，
代
表坟墓门口的石头被滚开。
请出扮演马利亚（a）马大（b），
耶稣（c），
剧务（d，
负责
挪动棕色的“石头”），
门徒们（e，
一半的学生），
哀悼者（f，
另一半学生），
和多马（g）。
让志愿者来到教室前面。裹着白布 / 床单的拉撒路已经在前
面了；
剧务负责在拉撒路前面滚动“石头”。要求所有的演
员根据故事的情节进行表演。开始读第 1 节。标记的内容不
要读，
让扮演对应角色的学生来读。读完 44 节之后，
要求几
名志愿者大声诵读贴在“拉撒路”身上那些便利贴上的内
容。然后，
志愿者要为拉撒路解开白布。
说：这个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怀爱伦告诉我们：“观众
都惊得目瞪口呆”。他们发出了喜乐与赞美。“那两姊妹
把兄弟的死而复生，认定为上帝的恩赐，他们流着满腔的热
泪，泣不成声地感谢救主的大恩大德。但当姐姐、弟弟和朋
友们沉浸于死别之后又重聚的喜乐时，
耶稣却悄然退去。及
至他们要找这位赐生命的主时，
却找不到了。”（《历代愿
望》536 页）

总结
问：
你对这个故事有何感受？（等待学生们回答）最令你伤
心的是哪个部分？（接受他们的回答）你认为最令耶稣伤
心的是哪个部分？（耶稣看到众人哭；
而当他们喜乐的时候
却忘记了耶稣；
还是有人不信）故事中值得我们喜乐的是什
么？我们喜乐是因为

主题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给我们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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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程应用
你需要

圣经探索

圣经

说：
拉撒路的故事带给了我们关于复活的好消
息。让我们来寻找以下问题的答案：
耶稣才会像使拉撒路复活一样，
也让你
❶你怎么行，
复活？要求某个学生阅读约 5：
24.（永生是为那
些“听见……就相信”的人准备的。）你无法让
上帝爱你更多；你也无法让他减少对你的爱。请
相信并接受他的话。
❷上帝的子民如何晓得他们必要复活？要求某个学
生阅读约 5：
24.（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
我们现在
就拥有了永远的生命；
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
16，
❸复活在何时发生？要求某个学生读帖前 4：
17。（在基督复临时）
❹我们要等多久才能等到主的复临？要求某个学生
读启 22：
7。（看哪，
我必快来！）
❺如果又有人犯罪，死亡再次临到怎么办？要求某
个学生读启 21：
4。（不再有死亡，
哭号，
疼痛）

总结
关于基督复临时的复活，
圣经有何论述？（耶
稣驾云降临，使死人复活，并接活着的义人升
天，
并不是我们配得，
或我们赚得了什么，
而是
因为上帝赐下耶稣，使我们可以永远活着，无
需经历最终的痛苦或死亡。）耶稣来拯救那
些相信他，
并接受他他进入自己生命中的人。

情境介绍
说：你的朋友丹尼尔不确定自己是否希望耶
稣快快复临。你问他原因的时候，他只是耸耸
肩。你认为丹尼尔为什么对救主的复临没有
兴趣？（他或许还没有准备好；
他或许认为那
并不好玩；他或许害怕自己的家人不能进天
国；等等）你该说些什么，帮助丹尼尔认识到
切不可错过耶稣的复临？（帮助丹尼尔明白
耶稣是他的朋友；给他讲一讲天国；让他看启
21，
22 章；
告诉他关于复活的事情。）

总结
问：
你对耶稣即将复临有何感受？（不要促催
他们回答；而当分享你对这一洪福之望的喜
乐之情）关于永生，
令你兴奋的是什么？以耶
稣作你个人的朋友和救主会对你的生活产生
什么影响？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
请在放学后
留下，与我谈一谈。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他，请
开始为天国做准备，
要明白有一天我们会到那
里。

主题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给我们新生命。
所以，
我们要快乐！

要记得

主题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给我们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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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课

4

*结束

信息分享
你需要

复活阅读
要求学生讲述在过去的一周，
他
们与那些失去亲人之人分享帖
前 4：
13-18 的经历。

圣经
美术用品
桌子
布偶
乐器

要求学生们找出该处经文中关于复活的描
述。告诉他们，你希望他们对这段经文创建一
个戏剧化的阅读，
以便阐明该段经文所描述的
经历。
（根据你能获得的物品，你可以提供美术用
品，
或者布偶，
一张“翻倒的桌子”，
提供生效
的简单乐器，
等等）
根据班级的大小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确保
每个小组都有富有创造性的学生或成人。
给他们留出计划、实施、以及实践的时间。
给每个小组留出几分钟时间，
进行戏剧性的阅
读。

总结
说：如果你就像能看到太阳一样，真地与耶稣
在空中相遇，你会有何感受？（高兴，不知
道）你是否喜欢在空中漫游，
而且知道自己十
分安全？（当然）如果你最好的朋友就在你
的前面说“快来，我们去摸一摸天使组成的
云彩”？（有人会非常对此充满热情）你无
法想象一路上有多少美好的事情等待你去探
索。你可以自由探索，可以问耶稣。你可以复
活得永生。我们对此有多少了解？

主题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给我们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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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和祷告
与学生们再次复述存心节。求上帝帮助学生
们思考天国，
并渴望进天国。再次向 保证：

主题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给我们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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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大和彼得都跌倒了。上帝希望我们鼓励
身边的人寻求主的帮助。

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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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本
复活的应许
你曾否听说纽约城里有一个人
要把布鲁克林大桥卖给一个富
有的旅人？当这个旅人犹豫的
时候，
那个纽约人说可以把泰坦
尼克号赠送给他。当然，这是一
个骗局。但有些疑惑的人说复活
也是一个骗局。然而，拉撒路的
复活是对这一论调的有力反驳。
马利亚跪在耶稣脚前哭泣。前来
哭丧的人跟着她哭。救主也被此
种悲伤的氛围而颇感忧伤。他哭
了。他为不能理解他即将所行之
事的两姐妹哭。他为世界各处所
有忧伤的人哭，不论是过去，现
在，还是未来。他为那些疑惑的
法利赛人哭，
这些人正在这里装
哭，
但他们不久要谋害耶稣和复
活的拉撒路。耶稣清楚看到这些
人拒绝他，
所以耶稣哭了。
有些犹太领袖说：“你看他爱这
人是何等恳求。”他们认为耶稣
仅仅是为失去了朋友哭。然后耶
稣起来，朝着坟墓走去。他站在
坟墓外面，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了。
耶稣在同一天宣称：“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与此同时，
他应
许凡相信他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
复活。他要在这些人面前行一个
神迹。
他看着这些充满期待的人群，
我
们看到悲伤的姐妹马利亚和马
大在耶稣身旁。还有耶稣的门徒
们站在耶稣旁边。悲伤的亲属和
高傲的法利赛人也围着他。耶稣
充满了信心，
他要让自己的朋友
复活，但是哭喊声很大。当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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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耶稣的时候，
突然安静了。
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马大
非常惊讶；
她害怕地睁大了双眼。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因为他
死了已经四天了。”她想到拉撒
路的身体必是腐烂了。瞬时间，
她的骄傲拦住了耶稣的路，
阻拦
了她最最渴望获得的福惠。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
看见上帝的荣耀吗？”耶稣温
柔地提醒她。
于是他们挪开了石头。耶稣举目
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
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
我，
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
众人，
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
”
当时站在坟墓旁边的一些法利
赛人曾经控告耶稣用撒但的能
力治病。此外，他们不相信耶稣
是上帝的儿子。拉撒路的复活证
明耶稣的宣称是真实的。
每一个人都清楚看到了拉撒路
冰冷的尸体。没有人怀疑拉撒路
的死讯，也没有人来帮忙。这时
耶稣站着，
他的脸上绽放着自天
而来的光。
“拉撒路，
出来 !”他大声说。群
众屏住了呼吸等待着，
不想错过
任何一个变化。坟墓中的尸体开
始抖动。突然拉撒路站在了坟墓
门口，
从头到脚缠着裹尸布。
耶稣说：“解开，叫他走。”耶
稣吩咐观看的人去帮忙。( 见约
11:36-44)
人们解开裹尸布之后，
现出了健
壮的拉撒路，
他看到主和朋友们

脸上的喜悦。突然，群众开始欢
呼。两位姐妹感激耶稣，然后转
而欢迎拉撒路，
她们亲爱的弟弟
死而复活了。这时，耶稣悄悄地
离开了。当他们转身看赐生命的
主时，
他已经离开了。
复活是骗局吗？不，就像拉撒
路复活一样，我们也必复活。因
为耶稣已经复活并且升到了天
上。在耶稣里，
我们有了救恩、复
活以及永生的保证。可以永远与
他在一起。

参考资料
• 约 11:1-44;
• 帖前 4:13-18
•《历代愿望》58 章 ,533-536 页
•《圣经故事》(1994), 卷 9，
22-27 页
• 基本信仰第 25, 26, 9 条

存心节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和
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上帝的号吹响；
那在基
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帖前 4：
16）

主题信息
耶稣今日乃至永远赐给我们新生命。

安息日

星期三

做 做第 89 页中本周的活动。

29
读 约 5:28，

学 开始学习存心节。

思 约翰说哪两种人要复活？他们
之间有何区别？

星期日
读 约 11:38 和本周的故事“复活
的应许”。

观察 检查你浸泡了一夜的豆子。
去掉皮，
掰开豆子。你看到了未来生
命的什么迹象？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及其含义。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思 耶稣要来带你回天家，永远活
着，
这对你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

祷 求上帝赐你永生的保证。

写 在你的研经日记里写出答案。

星期四

祷 求上帝帮助你相信复活以及永
生的应许。

17
读 帖前 4:16，

星期一
读 约 11:39-44
思 马大做了什么可能阻止耶稣行
神迹的事情（39 节）？马大忘记
了什么（25 节）？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感谢上帝复活的大能。

星期二
读 约 5:24-27
思 哪一节经文增强了你对耶稣以
及复活和永生之应许的信心？
问 请一个成人向你解释 24 节。
做 将一粒大豆种子浸入水中，第
二天观察其变化。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求上帝掌管你的心，并用信心
和爱心浇灌。

思 死去的圣徒何时升天？
分享 与人分享复活的应许。
顾 回顾本周存心节。
祷 祈求上帝帮助你持守信心直到
他来。

星期五
读 启 21:4
计划 计 划 一 词 特 别 的 送 夕 阳 礼
拜。
做 请一个家庭成员诵读帖前 4:1318，同时用一个布偶来阐述这段经
文。
唱 “耶稣必定要再来”（《复临
教会颂赞诗歌》第 213 首）思考到
那时耶稣一声令下，
坟墓要裂开。
说 通过背诵来分享存心节。
祷 求上帝使你的家人预备好迎见
耶稣，
都能被主带回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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