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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 
創九 8-17 創十七 1-7,15-16 出廿 1-17 民廿一 4-9 耶卅一 31-34 賽五十 4-9a 徒十 34-43 

可一 9-15 可八 31-38 約二 13-22 約三 14-21 約十二 20-33 可十一 1-11 可十六 1-8 

金句 

「日期滿了，神的國近

了。你們要悔改，信福

音。」可一 15 

「看哪，這就是我與你立

的約，你要成為多國的

父。」創十七 4 

「除了我以外，你不

可有別的神。」出廿

3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

獨一的兒子(37)賜給他

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

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三 16 

「一粒麥子不落在

地裏死了，仍舊是一

粒；若是死了，就結

出許多子粒來。」約

十二 24 

「和散那！奉主名來

的是應當稱頌的！」可

十一 9 

「你們尋找那釘十字

架的拿撒勒人耶穌，

他已經復活了。」可

十六 6 

遊戲/ 

物資 

向罪講再見 

紙 

與主同行 

繩 

多少地才夠 

報紙一疊 

擇善棄惡 

聖靈果子牌 

愛心時刻 

心型大咭紙 

完成任務 

汽球、網球、乒乓球 

以訛傳訛 

句子咭 

故事 11 隻貓別靠近袋子 小碧和莎莎 多少地少夠 如果你想看鯨魚 愛是什麼樣子 喬丹的訪客 日出的山丘 

訊息 11 隻貓遇到「請勿」的

透惑，以為自己可以決定

一切、挑戰「請勿」，最

後全被捉拿在袋子裡，嘗

盡了苦頭，才學懂教訓。

當再遇到「請勿橫越馬

路」時，他們這次學乖

了，繞路走。「請勿」類

似的誘惑在我們生活中

常常出現，不要挑戰它，

相反要遠離它。 

小碧和莎莎想度個假，於

是一同走到森林去，沒想

到卻遇上極大的危險，不

過莎莎的冒險精神，臨危

不亂，終於共同「擊退」

強敵。他們經歷遠行，有

對方、「狼頭」和「氣球」

同行，豐富了他們的生

活，回到農場在柵門外聊

過不停。人生旅程，有主

同行，可更豐盛。 

 

故 事 主 角 因 為 貪

念，越是想得到更多

地，越是不肯放棄，

以 致 未 能 如 期 返

回，他內心被這貪慾

支配，最後…… 

小男孩一直等候看鯨

魚，最後鯨魚真的出現

了在故事的結尾，但其

實鯨魚一直潛藏在封

底的大海裡。冒出水面

的鯨魚讓長長的等候

有了結果，但其實要看

鯨魚，就要有足夠的時

間等待，以及不要去注

意任何不是鯨魚的東

西，單注目鯨魚。 

要具體表達出愛是

什麼樣子，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愛的本

質都在十字架上被

體現出來。從耶穌身

上，不僅看見一種

愛、更感受被愛和接

納。 

喬丹完成這小任務，就

是用心去接載每一位

訪客進城，不論他們是

怎樣的人。後來，他才

知道這個訪客是一個

重要的人物，便成就了

大使命，就是讓耶穌基

督光榮進城，繼續邁向

成就救恩的路。 

村民希望能在復活節

前完成日出的山丘上

建造教堂的工程，可

惜一場大火，燒毀了

整間教堂。失望的心

情，差點兒也把敬拜

主之人的心燒掉，一

個 小 孩 卻 喚 醒 了 眾

人，使大家能按時在

日出的山丘上敬拜復

活的基督。 

轉接 上帝以洪水毀滅世界，同

時亦拯救挪亞一家，並以

彩虹立約。水成為了拆毀

的工具，同時也成為指引

人作神聖委身的禮儀 — 

洗禮。你的心，是否願意

被主切底潔淨？真心悔

改呢？遠離試探？ 

亞伯蘭經歷遠行，上帝以

天上的星和地上的沙向

亞伯蘭立約，使他經歷信

心之旅。耶穌也邀請背十

架跟從祂，踏上這信心之

旅。 

貪婪佔據每個人的

內心，更可以取代了

上帝的位置，惟有律

法能使人心甦醒。 

我們許多時，都被其他

的事宜影響我們注目

看耶穌，只要我們單單

注目耶穌，我們就能獲

得救恩，並且相信祂的

愛是永恒和實在的。 

犧牲是愛的最高境

界，耶穌全然擺上自

己，勇敢走上十架之

路，讓我們更明白何

謂愛。 

你喜歡做些令耶穌喜

悅的事情嗎？ 

教 堂 被 毀 以 為 是 完

結，但其實不是。耶

穌死亡也以為是完結

了，但其實不是，因

為主已復活了。 

手工 貝殼畫 / 貝殼掛飾 砂畫/砂樽畫 法版 (用希伯來文抄

寫十誡的第 1,4 誡) 

十字架磁貼 「愛」之畫 製作喬丹小驢 做立體小教堂/立體小

教堂咭 

物資 小貝殼及畫紙  /小貝殼

及繩。 

雙面膠紙/膠水、砂、鹽、

顏色粉筆、咭紙/小瓶 

木版 / 食物盒 木衣夾、磁貼片。 

 

顏色筆、畫紙 色紙、毛冷、槳糊筆、

顏色鐵線、水松片 

雪條捧、萬能膠 / 畫

紙、剪刀 

應用 傳閱洗禮時相片並彼此

分享 

體驗主同行 誡食零食 或者  

每餐不要過飽才結

束 

每天 3 次禱告 

(附禱文) 

於這星期以耶穌的

愛去幫助身邊的人。 

學習喬丹去成就耶穌

的使命，邀請朋友出席

復活主日崇拜。 

為教堂內的人禱告 

詩歌 奇異恩典(佳 51) 生命之旅(佳 50) 

足印(佳 46) 

陶造我生命(佳 63) 

你的話(散頁) 

注目看耶穌(讚美之泉) 

 

愛的真諦(佳 53) 敬拜主(佳 2) 

和撒那(佳 92)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

子(佳 33) 

書簽 水 砂 法版 十字架 紅心 棕枝 蝴蝶圖 

http://rcuv.hkbs.org.hk/bible_list.php?dowhat=&is_search=&bible=JHN&kw=&chapter=3&searchkey=0&read_chkRCUV=RCUV&read_chkCUNP=&chkRCUV=RCUV&displayOption=list&topic_read_select_from=GEN&chapter_read_select_from=0&topic_read_select_to=MAT&chapter_read_select_to=0&kw=&bible_testament=whole&search_topic_from=GEN&search_chapter_from=0&search_topic_to=GEN&search_chapter_to=0&chapter=3&section=1&version=RCUV&bible=JHN


  

手工 

1. 貝殼畫 / 貝殼掛飾 

每人派一堆小貝殼，自行創作，把貝殼堆成畫(建議可考慮堆成挪亞方舟)，或者把貝殼串連成掛飾。 

用意：貝殼，代表洗禮。這貝殼畫或掛飾提醒我們常守這洗禮之約，過天天悔改，日日更新的生活。 

2. 砂畫 (咭/瓶) 

人造砂製法：先把鹽放入杯內，用粉筆在杯內打圈，加色。 

砂畫：然後用咭紙貼上雙面膠紙(要相連接，不可有空隙)或塗上膠水，先貼上星星和其他裝飾圖案，然後撕開中間一條雙面膠紙，剪成波浪形，

再貼回咭紙上。咭紙分兩部份 — 天空及地下，先把天空部份的雙面膠紙撕起，然後把藍色人造砂塗上，再把地下的部份雙面膠紙撕起，把砂

塗上。 

砂畫瓶：把不同顏色的砂放入玻璃瓶內，造成不同的圖案。建議做彩虹。 

3. 法版 

用有對接的食物盒 / 兩塊木版，裝飾後寫上十誡，一張寫第 1 誡，另一張寫第 4 誡(可考慮以希伯來文)。如有空位，可寫上十誡簡單版。完成

後，可掛在房門或隨身攜帶，作時刻提醒。 

十誡簡短版，詳見如下： 

 除了我之外，你不可有別的上帝 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 

 當記念安息日 當孝敬父母 

 不可殺人 不可姦淫 

 不可偷盜 不可做假見証 

 不可貪戀你鄰舍的房屋 不可貪戀你憐舍一切所有的 

4. 十字架 

用木衣夾或樹枝，再有膠水或繩，綁成十字架。再以磁貼托底。 

5. 「愛」之畫 

邀請學員把「愛」什麼樣子畫下，然後彼此分享。 

6. 喬丹小驢 

將小驢的身體各部份拼貼。 

7. 小教堂 

用雪條捧建造小教堂底部， 再加上四條瓶棒做教堂的外框，加上十字架，可填上顏色。或用咭紙做立體小教堂咭。 



活動 

1. 向罪講再見 

目的：讓學員明白要立定志向，與罪講再見。 

活動：邀請學員在紙上寫／繪畫不討上帝喜悅的東西/行為，接著把張紙緊緊揉握在手中，閉起眼睛，在禱告中親手交給耶穌，求祂饒恕。睜開

眼睛後，一齊把所有的紙團痛快的撕個粉碎，再放入然後扔進廢紙筒裡。 

或用水溶性的顏色筆，每人用指定的筆寫/繪畫不討上帝喜悅的東西，閉起眼睛，在禱告中親手交給耶穌，求祂饒恕。睜開眼睛後，一齊把紙條

放入盆中，倒入水，再以水彩筆攪淡文字。 

2. 與主同行 

目的：讓學員經歷與主同在，與上帝合拍。 

活動：2 人 3 足 

3. 多少地才夠 

目的：讓學員明白地越少，更需要合作。而且，即使很多人，都不一定需要很大的地才能站立。學習知足、不貪心。 

活動：邀請學員，在指定的範圍內站立。然後每次把指定的範圍縮細。(又或可以用報紙，請小朋友踏上，然後每次再對摺，把範圍減少) 

4. 擇善棄惡 

目的：讓學員作出適當的選擇，就是把罪切底棄掉。 

活動將九個聖靈果子的字咭與多張惡行的字咭混在一起，讓學員找出字咭，拼出九個聖靈果子的圖，而惡行的字卡放於垃圾袋內，代表把罪切

底棄掉。如多人可分組舉行，看那組快完成。 

5. 愛心時刻 

目的：讓學員表達何謂愛 

活動：將色紙剪出一個大心，請兒童盡快寫上關於「愛」的字義，可分組或個人進行。 

6. 完成任務 

目的：讓學員按指令完成任務，經歷完成任務的過程。 

活動：2 人 1 組，背對背，先將汽球由一端轉到另一端，然後選用較細的球類，例如：網球、乒乓球等。 

7. 以訛傅訛 

目的：讓學員知道耶穌復活這見証，需要傳開，好像婦女們一樣，見証基督。 

活動：分組進行，每隊第一位兒童到主持人面前聆聽他說的一句子，聽完句子後回到自己組，向第二個組員細聲傳達這句子，第二個組員再傳

達給第三個組員，如此類推，排在最後的組員向主持人說出這句子，能說出相同或最接近的那組為勝方。傳達句子如︰耶穌基督已經為你復活

了，你快去告訴其他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