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園 聖經課網頁資料 

平安。過去五個月香港面對嚴峻的社會問題，或多或少對大家都會帶來一定程度的影

響，也許是憂心、傷心、痛心、失望、憤怒等，求神安慰你、鼓勵你，賜你智慧力量去面

對；又求神介入，幫助香港能早日走出困局，社會得以重建。 

在面對不安、不穩的政局，聖誕節的來臨顯得更具意義，因為聖誕節不單只是一個假

期，它更是一個顯明神對人類無條件的愛和拯救的日子。在二千多年前神的兒子耶穌基督

降生在世上，將愛、平安、救恩帶給世人。 

聖經告訴我們「在伯利恆之野地裏有牧羊的人，夜間按著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

站在他們旁邊，主的榮光四面照著他們，牧羊的人就懼怕。那天使對他們說﹕『不要懼怕﹗

我報給你們大喜的信息，是關乎萬民的，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

基督。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卧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

同那天使讚美神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眾天使

離開他們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

我們的。』他們急忙去了，就尋見馬利亞和約瑟，又有那嬰孩卧在馬槽裏。既然看見，就

把天使論這孩子的話傳開了。」 

 神的兒子耶穌基督因著對世人的愛，祂甘願從天降生在世上，為人類帶來拯救。讓我

們在這個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的大喜日子裏，一同思想耶穌基督的降生對你、對我、對世人

的意義。每一天神都在等待我們的回應，接受祂的愛和拯救，為此教會於 12 月 13 日     

(星期五晚) 舉行聖誕佈道晚會，歡迎大家邀約親友一起出席。 

聖誕佈道晚會「第一首聖誕詩」 

日期﹕2019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30 開始 

內容﹕詩歌、話劇、見證、信息分享 

講員﹕李炳光牧師  

話劇﹕循道衛理佈道團《最後的一天》 

詩歌及見證分享﹕鄧婉玲姊妹 

家長如對以上聚會或信仰有任何查詢，歡迎隨時致電 2339 3074 與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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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月份 聖經課的教導內容及真理應用如下： 

 教導內容 真理應用 

小 

組 

1. 主耶穌醫治生病的小女孩﹕睚魯 

   為病重的女兒，不辭勞苦去求主 

   耶穌醫治她，最後耶穌把她醫好 

   了。 

1. 告訴他：當孩子生病時，作為父母的你， 

   感受如何？並分享你如何在他病中照顧 

   他。 

2. 告訴他：主耶穌就像父母般疼愛他；當他 

   生病時，祂樂於藉著醫生的手去醫治他。 

2. 小孩子，到我跟前來﹕主耶穌喜 

愛每一個孩子，儘管祂如何忙碌。 

也會抽空親近小孩子，讓小孩子 

到祂跟前來，接受祂的祝福。 

1. 告訴孩子﹕主耶穌愛他，願意親近他。孩

子可以藉著祈禱與主耶穌說話，祂每一次

都會留心聽孩子的祈禱。 

2. 告訴孩子﹕他可以用『服從父母』的方式， 

   來表達對主耶穌的愛，並向主耶穌說謝謝。 

3. 感恩節故事﹕感恩節源於一班為   

   宗教原因而移民到美洲的基督徒 

   ，當他們抵達美洲後，經歷天父 

   看顧及保守，便對天父獻上感恩。 

1. 與孩子分享自己感謝天父的事情。(如﹕有

健康、有家人的愛……) 

2. 請孩子說出感謝天父的事情。(如﹕有家人

疼愛、有玩具玩、有老師愛……) 

3. 與孩子一起向天父獻上感恩的禱告。 

4. 齊來慶祝聖誕﹕天父愛我們，差     

   派獨生子耶穌來到世界上幫助我 

   們，賜我們快樂和平安，並且叫    

   一切相信祂的人都可以成為天父  

1.  與孩子重溫主耶穌降生在馬槽的故事。 

2.  問孩子﹕聖誕節是紀念誰人的出生？ 

3.  告訴孩子﹕聖誕節是表明天父愛我們，讓 

    祂的兒子主耶穌降生在世上，將快樂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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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兒女。     賜給我們。 

4. 與孩子一起禱告感謝天父賜下愛子主耶 

   穌來到世界上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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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內容 真理應用 

 

幼 

班 

1. 亞當和夏娃﹕亞當和夏娃 

  是天父創造的第一對人類， 

  天父很愛他們，安置他們住 

  在伊甸園，吩咐他們要相親 

  相愛，好好管理世界。 

1. 與孩子一起重溫天父創造天地和人類的故事。 

2. 讓孩子知道我們要照天父的教導愛護和管理天父

所造的一切。 

3. 父母可將環保概念教導孩子，讓他自小學會愛 

   護地球、善用一切。 

2. 美麗的花園﹕亞當和夏娃 

   住在天父所造的伊甸園中， 

   天父吩咐他們不要吃園中 

   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可 

   惜他們沒有聽從天父的吩 

   咐，偷吃了禁果，結果他 

   們不能再住在美麗的伊甸園。 

1. 讓孩子明白天父在所造的世界中，定下祂的規則

是人類要遵守的。 

2. 問孩子在社會中，有什麼規則我們要遵守，否則

會發生意外。(如不按交通燈指示過馬路) 

3. 鼓勵孩子從小確信及遵守規則。 

3. 感恩節故事﹕感恩節源於一 

   班為宗教原因而移民到美洲 

   的基督徒，當他們抵達美洲 

   後，經歷天父看顧及保守， 

   便對天父獻上感恩。 

1. 與孩子分享自己感謝天父的事情。(如﹕有健 

   康、有家人的愛……。) 

2. 請孩子說出感謝天父的事情。(如﹕有家人疼 

   愛、有玩具玩、有老師愛……。) 

3. 與孩子一起向天父獻上感恩的禱告。 

4. 耶穌降生了﹕天父愛我們，   

   差派獨生子耶穌來到世界上 

1. 與孩子重溫主耶穌降生在馬槽的故事。 

2. 問孩子﹕聖誕節是紀念誰人的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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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我們，賜我們快樂和平 

   安，並且叫一切相信祂的人   

   都可以成為天父的兒女。 

3. 告訴孩子﹕聖誕節是表明天父愛我們，讓祂的 

   兒子主耶穌降生在世上，將快樂平安賜給我們。 

4. 與孩子一起禱告感謝天父賜下愛子主耶穌來到 

   世界上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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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內容 真理應用 

 

低 

班 

1. 耶穌找學生﹕有一天主耶穌 

   來到海邊，見有四個漁夫在 

   那裏，祂便呼召他們跟從祂 

   ，作祂的門徒。四個漁夫聽 

   見主耶穌的話後，他們立刻 

   放下自己的工作，跟從祂。 

1. 問孩子﹕請孩子告訴你主耶穌找學生的故事。 

2. 問孩子﹕學生要如何聽老師的話？請孩子說出

他可以怎樣在學校做一個聽老師話的學生？ 

3. 告訴孩子﹕主耶穌的學生是會向人分享天父的 

   愛，介紹人認識天父。請孩子告訴你有那位親友 

   是未認識天父的，然後與他一起禱告，求天父祝 

   福那位親友。 

2. 耶穌說故事﹕主耶穌很喜歡 

   用故事的方法向人分享天父 

   的事情。無論主耶穌在那裏 

   ，總會有很多人聚集聽祂的 

   教導。 

1. 問孩子﹕你最喜歡聽那一個聖經故事？ 

2. 告訴孩子﹕主耶穌喜歡用說故事的方法來向人 

   分享天父的事情，我們也可以學像主耶穌，藉著 

   講故事來向人介紹天父。 

3. 耶穌平靜風浪﹕主耶穌和門 

   徒一起乘船，途中遇上大風 

   浪，門徒十分驚恐，趕緊叫 

   醒主耶穌，祂從睡夢中起來 

   斥責風和浪，風和浪立即就 

   靜止了。 

1. 問孩子﹕門徒遇到甚麼困難？他們找誰來幫

助？為甚麼風和浪都聽從主耶穌的吩咐？(因為

祂是大自然的主人。) 

2. 問孩子﹕曾否試過像門徒那樣懼怕？當你懼怕

時，你會告訴誰？ 

3. 告訴孩子﹕當我們感到懼怕的時候，除了可以告 

   訴家人外，也可以祈禱告訴主耶穌，求主耶穌幫 

   助他，叫他不用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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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耶穌醫治癱子﹕一個癱瘓的 

   人，在四位朋友協助下，被 

   抬到主耶穌跟前，耶穌先宣 

   告赦免了癱子的罪，然後醫 

   好他。 

1. 鼓勵孩子：學效癱子的四位朋友，不怕困難樂於

助人，並領人認識主耶穌。 

2. 告訴孩子：天父喜歡我們幫助別人。請孩子告訴

你，他可以怎樣幫助別人。 

3. 告訴孩子：當我們遇到困難時，除了請爸媽或老

師幫助外；也可祈禱告訴天父，請天父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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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導內容 真理應用 

 

高 

班 

1. 小兒子回家﹕主耶穌用小兒 

   子回家的故事比喻天父對我 

   們的愛，無論我們做錯了什 

   麼事情，只要我們改過，天 

   父也一樣的愛我們。 

1. 問孩子：小兒子因貪玩而離家，他的父親覺得怎

樣？父親如何表達他對小兒子的愛？ 

2. 告訴孩子：每個人都會做錯事，爸媽也不例外，

重要是知錯並肯承認，像故事中的小兒子那樣肯

改過，爸媽及天父必會原諒我們。 

3. 與孩子一起禱告感謝天父賜我們有愛我們的爸媽 

   及願意原諒我們所犯的過錯。 

2. 撒種子﹕主耶穌以農夫撒種 

   為比喻教導我們要用心學習 

   天父的教訓。 

1. 請孩子分享他在學校所種的小種子發芽時的感

受。  

2. 告訴孩子﹕把聖經課所學的真理緊記心中，又在 

   生活裏實行出來，就是將天父話語的種子種在好 

   土裏了。 

3. 好撒瑪利亞人﹕有一人在 

   路上遇到強盜，他所有的 

   財物被奪去，還被打傷了。 

   後來他得到一位好撒瑪利 

   亞人的幫助，這撒瑪利亞 

   人不怕麻煩及危險，伸出 

   援手幫助這受傷的人。 

1. 請孩子分享一次他在需要時，得不到幫助的經

驗，以及在他困難時得到幫助的經驗。 

2. 問他兩次的感覺怎樣，兩者有何分別？ 

3. 鼓勵孩子在家中幫忙做些簡單的家務。告訴他天

父喜歡我們樂意去幫助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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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叩門得應﹕主耶穌以叩門得

應這比喻來教導我們禱告不

可灰心，只要恆切禱告，天

父必垂聽及給予幫助。 

1. 請孩子告訴你叩門得應這個故事。 

2. 問孩子﹕如果有人找你幫助，你會幫他嗎？為

何？ 

3. 告訴孩子﹕我們向天父祈求，就好像到天父面前

叩門一樣。若天父未答允，不要停止禱告，要相

信天父定會聽我們的禱告。 

4. 請孩子說出一件他想為家人向天父祈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