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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屬於我。 
我的名字：

這本書
會幫助我

更多認識神！



這段與神在一起的時間稱為“靈修時間”。你可

以思想神；你可以閱讀神的話；你可以在禱告中和

神談話。

這本書將對你的靈修時間有所幫助。你將對神有

全面的了解。你會發現神在聖經裡說的話。

每天選擇一段時間與神在一起；可能是起床後，

也可能是臨睡前。這本書裡每天都有一個新的故事。

讀完所有的故事後，回去再讀一遍吧！

全面了解

你準備好迎接大而奇妙的事嗎？整本聖經給了

你一幅大的畫面，讓你知道神是怎樣的。神想讓你

全面了解祂。祂非常愛你，祂希望你每天花些時間

和祂在一起，這會讓你更認識祂。

這本書很特別。它有非常適合你的30個聖經 

故事！圖文並茂，你可以自己讀；這些插圖都是像

你這樣的孩子畫的。



願你每天享受更多認識神的樂趣！

•	與神談話。求神幫助你認識祂。

•	閱讀故事。每個故事都來自神的話，你可以在你
自己的聖經中找到它。仔細閱讀故事，思想它說
了什麼。這些故事會幫助你知道如何按照神的方
式生活。

•	再次與神談話。“你可以禱告”部分將幫助你開
始與神談話。

•	閱讀“聖經說”這部分。這些話直接從神來，是
為你而寫在聖經中的。它們會幫助你理解這個故
事。
•	閱讀“我們來談一談”中的問題。思考答案。如

果你願意，你可以把答案與家人分享。
 

你準備好開始了嗎？每天你可以更全面地了解

神。你可以這麼做：從第一個故事開始。



1. 起初

聖經說： 

“起初，神 

創造天地。” 

創世記 1:1 

?
你有沒有想過世界是怎麼開始的？太陽是怎麼升上天空的？動物

是從哪裡來的？聖經都告訴你。聖經就是神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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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祢真奇妙！感謝祢創造了美麗的世界！(告

訴神在祂的創造中，你最喜歡的是什麼。）奉主耶穌名求。

阿們！

神一直活著，祂創造了天地。神是

最有能力的！祂從無到有創造了天地！

神創造了光，叫世界不會一直黑暗。祂
創造了天空。

神叫水四處流動，使旱地露出來。

祂在地上造了各種的植物和樹木，它們

有種子，所以可以長出更多的植物。神造了太陽、月亮和

星星，它們給地球帶來光明。

接著，神造了所有生活在水裡的魚和動物；

祂創造了飛鳥，讓牠們在地球上空飛翔。然後，

神造了生活在陸地上的動物。神賜福給祂所造

的，使更多的鳥類和動物可以出生。神看著祂
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

神真了不起！神比祂所造的一切更偉大。為神的偉大

讚美祂，也為祂所造的一切感謝祂！



Kylie Kadey，七歲，美國華盛頓州（Washington, USA）

可以在創世記1:1-25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我們來談一談：

1. 誰創造了這個世界和其中的一切？
2. 在神的創造中，你最喜歡的是什麼？
3. 為什麼你應該為神創造的世界感謝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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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成創造

         聖經說： 

  “你要盡心⋯⋯愛 

  耶和華⋯⋯你的神。” 

        申命記 6:5 

神最特別的創造是人類！神造了一

個人名叫亞當。神看見亞當需要一個幫

助者。祂造了夏娃，使她成為亞當的

妻子。這一男一女都是按照神的形像造

的。他們可以用動物所無法理解的方式

認識神。他們可以選擇對或錯；他們可

以選擇愛神。

今天，人仍然可以愛神。神非常愛你！祂希望你也能

愛祂。聖經說要全心全意愛神。禱告並告訴神你愛祂。選

擇順服神就是表示你愛神。

神讓亞當和夏娃管理所有的鳥類和動物，

又給他們植物和水果吃。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

很好。

神用了六天時間創造了世界上的一切！第

七天，神完成了祂的工作。祂休息了一天。

神創造了世界，祂造了所有的植物和動物。這就是神所造的全部

嗎？不是！你猜猜神接著造了什麼？?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創造了我，讓我可以認識祢並愛祢。

（告訴神你會如何表達你愛祂。）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可以在創世記1:26-2:7,18-23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Elena Jordanovska，六歲，馬其頓共和國（Republic of Maced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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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神最後創造的是什麼？
2. 申命記 6:5說神要你做什麼？
3. 你怎樣讓神知道你愛祂？



8

3. 在園中

聖經說： 

“要常常喜樂， 

不住地禱告。” 

帖撒羅尼迦前書5:16-17

神造了一個美麗的園子。那裡有

各種的樹木，還有可吃的果子。一條

河流澆灌了園子，一切都很完美！ 

亞當和夏娃就住在這個可愛的家裡。

神非常愛亞當和夏娃，他們也愛

神。神在園中行走，並與他們談話。和神談話一定很美

妙！

雖然你不住在伊甸園，但是你可以和

神談話。和神談話就是禱告。為神給你的

一切感謝祂；告訴神你生命中所有的事；

與祂談談關於別人的事。神喜歡你和祂談

話。

神也喜歡和亞當和夏娃談話。祂告訴他們園中各樣樹

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除了一棵樹。是什麼樹呢？明天你就

知道了。

你認為哪裡是最適合居住的地方？你喜歡樹木嗎？你想住在湖邊

嗎？神為亞當和夏娃預備了一個完美的住處！?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謝謝祢讓我可以和祢談話！求祢幫助我記得

把我生命中發生的一切告訴你。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可以在創世記2:8-17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Neema Elias，十歲，肯亞（Kenya）

9

我們來談一談：

1. 你最喜歡伊甸園裡的什麼？
2. 亞當和夏娃在園中可以做什麼？
3. 有哪些事情你會和神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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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罪進入世界

聖經說： 

“基督[耶穌]⋯⋯ 

為我們的罪死了。” 

哥林多前書15:3

神說，園中任何樹上的果子他們都

可以吃，除了一棵樹之外。若他們吃那

樹上的果子，將受到懲罰。撒但是神

的敵人，他扭曲神的話，對夏娃撒謊。 

夏娃吃了那樹上的果子，她還給亞當

吃。他們違背了神。

那是第一宗罪。罪就是做神說不對的事。

神必須懲罰罪。很多不好的事情發生了。亞當

和夏娃必須離開園子。總有一天，他們的身體

會死去。

從那時起，每一個人都犯了罪。你也犯了

罪。神應許會派一位來把人們從罪中拯救出來

的。許多年後，神派祂完美的兒子來到世上。祂的名字是 

耶穌，祂從來沒有犯過罪。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你的

罪而死，為你受了罰，然後，祂復活了。

因為耶穌死了，你可以被赦免。你可以信靠耶穌已經

為你接受的懲罰。你將從罪中得到拯救。

你每天都在做什麼樣的選擇呢？你可決定做對的事或錯的事。 

亞當和夏娃也必須做選擇。?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派耶穌來為我的罪而死。感謝祢，讓

我可以相信耶穌。感謝祢，使我的罪可以被赦免。奉主耶穌

名求。阿們！



可以在創世記3:1-24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Jorge Jarquin，尼加拉瓜（Nicaragua）

11

我們來談一談：

1. 亞當和夏娃做了什麼神說不對的事？
2. 你選擇做了什麼不對的事？
3. 耶穌做了什麼，使你的罪可以被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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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差派祂的兒子

神曾應許要派一位救主，將祂的百

姓從罪裡救出來。現在是救主降臨的時

候了！

神派天使加百列到一個年輕女子 

馬利亞那裡。加百列說：“神選中了你，

讓你有一個特別的寶寶，祂將是神的兒子。”

馬利亞回答說：“怎麼會這樣呢？”加百列告訴她，

對神來說，一切都有可能。

馬 利 亞 和 一 個 名 叫 約 瑟 的 男 子 訂 婚 了。 

約瑟發現馬利亞要生孩子了。一位天使向他說， 

馬利亞的寶寶是從神來的。天使說：“你要給嬰孩

取名叫耶穌，祂要將自己的百姓從罪惡中拯救出

來。”耶穌就是神應許的救主。

這應許也是給你的。如果神沒有兌現祂的應許，那會

怎麼樣呢？你的罪就不能被赦免，你也不能成為神的兒

女。你有沒有感謝神派祂的兒子來兌現了自己的應許？

你有沒有為了一個承諾的兌現不得不等很長的時間呢？神要兌現

祂很久以前的一個承諾。?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兌現自己的應許，派來了救主；感謝

祢赦免我的罪。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聖經說： 

“父差子作世人的 

救主。” 

約翰一書4:14



可以在馬太福音1:18-24；路加福音1:26-38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Rachel Vile，九歲，美國伊利諾州（Illinois,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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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很久以前，神向祂的百姓許下了什麼應許？
2. 為什麼神要差祂的兒子來到世上？
3. 為什麼你要感謝神差祂的兒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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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耶穌降生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一直與我同在。幫助我信靠祢會一直照

顧我。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領導們在統計全國的人數。每戶人

家必須回到自己的家鄉。約瑟和馬利亞

要去伯利恆。路途艱辛，馬利亞很快就

要生孩子了。

馬利亞和約瑟要找地方住。但所有

的房間都滿了，他們只能住在飼養動

物的馬棚裡。這地方並不適合嬰孩出生。然而，馬利亞和 

約瑟信靠神。

信靠神就是相信祂會照顧你。也許你必須搬去

別的地方。你感到害怕或孤單嗎？神一直與你同

在，祂知道你在哪裡。你可以信靠祂，祂會照顧

你。

神 照 顧 約 瑟 和 馬 利 亞。 神 的 兒 子 降 生 在 馬 棚 裡。 

馬利亞和約瑟為祂起名叫耶穌。馬利亞用布包著耶穌，在

馬槽裡為祂鋪了一張床。

你是否曾經不得不去另一個地方住？你害怕嗎？這就是發生在 

馬利亞和約瑟身上的事。?
聖經說： 

“你要專心仰賴 

耶和華，不可倚靠 

自己的聰明。” 

箴言3:5



可以在路加福音2:1-7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Kelsey Ebersole，十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 USA）

15

我們來談一談：

1. 馬利亞和約瑟在伯利恆只能住在哪裡？
2. “信靠神”是什麼意思？
3. 當你感到害怕或孤單時，你要記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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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牧羊人和天使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差耶穌來把世人從罪中拯救出來。求祢

幫助我，把這個好信息告訴別人。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降生的那天晚上，牧羊人在野

外照顧他們的羊群。忽然，一位天使在

榮光中降下，牧羊人很害怕。

“不要害怕，我有大好的消息！”

那天使對他們說：“救主已經降生了，

你們會在伯利恆找到祂，祂正躺臥在馬槽裡。”

忽然，有許多天使從天上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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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眾天使就離開了。

牧羊人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能不能找

到這嬰孩。”

他們趕到伯利恆。就如天使所說，找到了那嬰孩。他

們就急忙離開，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別人。

神希望你把耶穌的事告訴別人，告訴人耶穌來，為要

把他們從罪中拯救出來。耶穌為他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然後復活了！所有相信耶穌的人，都會有永生。

當你聽到好消息時，你會做什麼？會想告訴所有人嗎？這正是一

些牧羊人所做的。?
聖經說：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萬民聽。”

馬可福音16:15



可以在路加福音2:8-20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Emily Nussbaum，九歲，加拿大阿爾伯塔省（Alberta,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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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天使告訴了牧羊人什麼好消息？
2. 神希望你告訴別人關於耶穌的什麼好消息？
3. 你可以把這個好消息告訴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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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博士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祢是萬王之王。天上的星星都是祢創造的。 

祢愛我並且關心我。感謝祢！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出生的那天晚上，一顆新星出

現了。住在遠方的博士看到了。他們知

道有一位新生王誕生了，就跟著那星去

尋找嬰孩。

那星星把他們帶到了耶路撒冷。他

們詢問新生王的事。希律王聽見了，就很擔心；他以為這

個新生王會取代他的王位。

希律王說：“去伯利恆，你們找到王就回來告

訴我，我也好去拜祂。”但這不是真的！希律其實

想殺害祂。

那星停在伯利恆馬利亞和約瑟的房子上面。博士進去

看見了耶穌。他們獻上了禮物，屈身敬拜。

耶穌是神的兒子，是萬王之王。祂應該被敬拜。你透

過讚美來敬拜祂。你可以用詩歌和禱告來讚美耶穌；也可

以透過順服來讚美祂。

神在夢中告訴博士，不要回去見希律。

一顆星星能帶領人找到耶穌嗎？很久以前，一顆特別的星星帶了

一些博士到耶穌面前，讓他們能敬拜祂。?
聖經說： 

“來啊，我們要 

屈身敬拜。” 

詩篇95:6



可以在馬太福音2:1-12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Alyssa Hatteberg，九歲，美國俄亥俄州（Ohio, USA）

19

我們來談一談：

1. 為什麼博士們跟著那顆星星？
2. 為什麼你應該敬拜耶穌？
3. 你可以用哪些方式來敬拜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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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孩童耶穌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我希望像耶穌一樣。求祢幫助我以順服來表明

我愛祢。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和家人住在拿撒勒。祂十二

歲 的 時 候， 馬 利 亞 和 約 瑟 帶 祂 去 

耶路撒冷。他們去聖殿敬拜神。

很快就到了回家的時間。馬利亞和

約瑟以為耶穌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他

們尋找耶穌，卻找不著，就匆匆回到 

耶路撒冷。

終於，馬利亞和約瑟在聖殿裡找到了耶穌。祂
正在和教師們談論關於神的事。每個人都稀奇耶穌

知道那麼多。

馬利亞告訴耶穌他們很擔心。他們已經找祂三天了。

耶穌問：“難道你不知道我會在我父的家裡嗎？”耶穌知

道神是祂的父。

耶穌跟馬利亞和約瑟一起回家，並且順服了他們。神

希望你像耶穌一樣順服。你通過順服父母來順服神。你通

過順服聖經的話，來向神表明你愛祂。

你如何向神表明你愛祂？當耶穌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祂顯明了這

問題的答案。?
聖經說： 

“有了我的命令 

[聖經]又遵守的， 

這人就是愛我的。” 

約翰福音14:21



可以在路加福音2:41-52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Kali Saint，五歲，美國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 USA）

21

我們來談一談：

1. 耶穌在聖殿裡做什麼？
2. 你應該用什麼方式順服神？
3.  當你順服神時，就是向神表明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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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耶穌受試探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賜我聖經！求祢幫助我使用祢的話，使

我不犯罪。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已經長大成人了。有一次，祂
在曠野裡四十天。祂沒有吃東西，單

單向神禱告。撒但來了，對祂說：“你 

若是神的兒子，就把這些石頭變成食

物！”

耶穌回答：“聖經上寫著，人

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的話。”

撒但帶耶穌站在殿頂上。他叫耶穌跳下去，證明

祂是神的兒子。耶穌對撒但說：“經上說不可試探主

你的神。”

接著，撒但帶祂到一座山上，對祂說：“看看這世界

的一切！祢如果敬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給祢。”

耶穌說：“撒但，退去吧！經上記著，當單單拜主你

的神。”撒但離開了祂。

耶穌用聖經的經文來抵擋撒但。你也可以用聖經的經

文幫助你遠離罪。通過學習經文將神的話藏在你心裡。記

住這些經文會幫助你對罪說“不”。

誰是神的敵人？是撒但。撒但想讓人犯罪；他也想讓耶穌犯罪。?
聖經說： 

“我將你的話藏 

[保存]在心裏， 

免得我得罪你。” 

詩篇119:11



可以在馬太福音4:1-11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Samantha Jo Groenke，八歲，美國密蘇里州（Missouri, USA）

23

我們來談一談：

1.  撒但要讓耶穌做的其中一件事是什麼？
2. 耶穌用什麼來抵擋撒但？
3. 什麼能幫助你對罪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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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耶穌揀選門徒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我想成為像耶穌一樣的人。求祢幫助我，在我

一切所說所做的事上都跟隨耶穌。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知道有一天，祂要回到天堂。

祂想揀選一些人，能教他們關於神的

事。當耶穌返回天堂後，他們可以把神

的事告訴別人。

一天，耶穌在海邊走，彼得和安得烈

在捕魚。耶穌說：“來，跟從我。”他們聽從了。接著，

耶穌看見雅各和約翰在船旁邊。他們也跟從了耶穌。

神要你跟隨耶穌。如果你是神的兒女，你會

努力學習像祂那樣。你怎麼知道耶穌是什麼樣子

的？你可以在聖經和這本書中讀到祂。你可以禱

告，求神使你更像耶穌。神喜悅你跟隨耶穌。

還有其他人也跟隨耶穌。祂揀選了十二個人作祂的

門徒，他們的名字是：西門彼得、安得烈、雅各、約翰、 

腓 力、 巴 多 羅 買、 馬 太、 多 馬、 雅 各、 西 門、 達 太 和 

猶大。

你是耶穌的朋友和跟隨者嗎？

你有沒有玩過“跟隨領袖”這個游戲呢？你必須做領袖所做的動作。

耶穌正在尋找人跟隨祂。?
聖經說： 

“你們跟隨他[耶穌]

的腳蹤行。” 

彼得前書2:21



可以在馬太福音10:2-4；馬可福音1:16-20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Madison Gober，八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 USA）

25

我們來談一談：

1. 為什麼耶穌揀選十二個人跟隨祂？
2. 你能說出三個耶穌跟隨者的名字嗎？
3. 你如何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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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耶穌平靜風浪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一直與我同在。當我害怕的時候，求祢

提醒我向祢祈求平安。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坐在湖邊教導人一整天了。祂
累了，就對門徒說：“我們到湖的另一

邊去吧。”

他們上了船，開始過湖。耶穌睡著

了。忽然起了暴風，狂風大作，海浪撲

面而來！波浪都打入了船內。

門徒說：“耶穌，醒醒啊！我們快要淹死了，祢

不顧嗎？”他們都很害怕！

什麼會讓你害怕呢？如果你是神的兒女，耶穌

總是與你同在。求祂賜給你祂的平安。當你害怕的

時候，祂能使你平靜下來。耶穌有能力幫助你渡過任何難

關。

耶穌可以幫助門徒。祂對風和浪說：“住了吧！靜了

吧！”湖面上立即平靜了。耶穌看著祂的門徒，問：“你

們為什麼害怕？”祂希望門徒信靠祂。

門徒都很驚訝！他們說 :“連風和浪都聽從祂了！”

暴風雨來臨時，你害怕嗎？一天晚上，耶穌的門徒在暴風雨中，他

們很害怕！?
聖經說： 

“你不要害怕， 

因為我與你同在。” 

以賽亞書41:10



可以在馬可福音4:35-41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Eddy David Gonzalez Palacio，八歲，古巴（Cuba）

27

我們來談一談：

1.  門徒為什麼害怕？
2.  擁有“神的平安”是什麼意思？
3.  當你害怕時，你應該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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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睚魯的女兒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我相信祢有能力幫助我。（將你的困難告訴 

神。）感謝祢幫助我。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睚魯來俯伏在耶穌腳前，說：“我

唯一的女兒病得很重，她可能會死的！

請祢來醫好她。”

耶穌就和睚魯一起去幫助那個女

孩。一個人帶了消息來對睚魯說：“不

要再麻煩耶穌了，你的女兒已經死了。”

耶穌告訴睚魯：“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會痊

癒的。”睚魯需要相信耶穌仍然能幫助他的女兒。

神希望你相信祂能幫助你。相信神會按祂所說

的去做，這就是信心。當你有困難時，要對神有信

心。祂有能力幫助你。

睚魯有信心，相信耶穌能幫助他。他們到他家後， 

耶穌就走了進去，拉著睚魯女兒的手說：“起來吧！” 

女孩馬上站了起來。她復活了！她的父母對耶穌的能力 

感到驚訝。

孩子生病了，父母會擔心嗎？聖經講述了一個名叫睚魯的父親，他很擔

心自己生病的女兒。?
聖經說： 

“人非有信，就不能

得神的喜悅。” 

希伯來書11:6



可以在路加福音8:40-56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Molly Kitchen，六歲，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da, USA）

29

我們來談一談：

1.  睚魯為什麼來找耶穌？
2.  什麼是“信心”？
3.  今天，神能幫助你解決什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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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餵飽五千人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求祢幫助我分享我所擁有的。感謝祢使用它幫

助其他人。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五千多人整整一天都在聽耶穌的教

導。他們都離家很遠。那時已經很晚

了，眾人都餓了。 

耶穌問門徒：“我們應該到哪裡買

餅給這些人吃呢？”耶穌知道自己將做

什麼。耶穌希望祂的門徒信靠衪。 

門徒沒有錢買足夠的食物。人群中有一個男孩，有五

個小餅和兩條小魚。雖然能分享的不多，但他還是給了 

耶穌。 

你能分享什麼呢？你可以和傷心的朋友分享一

個微笑；可以和別人分享善意的話語；可以分享你

的時間去幫助有困難的人。讓神使用你所擁有的去

幫助其他人。 

耶穌拿起了男孩的午餐。祂為此感謝神，並讓門徒將

食物分給所有的人。每個人都吃得飽飽的，還剩下好多

呢！ 

分享難嗎？你可能覺得自己沒什麼可分享的。但哪怕是一點點，神都

能使用你的分享來幫助其他人！?
聖經說： 

“施比受更為有福 

[帶來幸福的]。” 

使徒行傳20:35



可以在約翰福音6:1-14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Emily Buschman，七歲，美國科羅拉多州（Colorado, USA）

31

我們來談一談：

1. 男孩給了耶穌什麼？ 
2. 你可以分享什麼讓神使用？ 
3. 耶穌怎樣使用你有的東西去幫助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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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好撒馬利亞人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愛我。求祢幫助我，每天都能將祢的愛

向別人表現出來。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有一天，耶穌說了這個故事，教導

人們怎樣愛別人。 

有一個人出門遠行。強盜毆打了

他，還搶走了他的衣服。他們把他丟在

那裡等死。有三個人經過，前兩個人應

該都是神的僕人，卻沒有停下來幫助那人，他們都走了。 

第三個人是從敵國來的。他停下了腳步，並

且表現出了神的愛。他為那人裹好了傷口，還為

他付了住宿的錢，讓他可以得到休養復原。 

耶穌說這個故事是為了讓人知道，他們應該

向每個人顯出愛心。

神希望你也能將衪的愛表現出來。你可以在家主動幫

忙做額外的家務；你可以幫助朋友解決功課上的困難；你

可以對年老的人好一點。這些是神的兒女向他人將神的愛

表現出來的方式。 

你平時怎樣將愛表現出來呢？說友善的話語表現出愛；作美好的事表

現出愛。有時候，將愛表現出來的最好方式就是去幫助人。?
聖經說： 

“要愛鄰舍 

  如同自己。” 

路加福音10:27



可以在路加福音10:25-37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Etonam Ameobe，九歲，加納（Ghana）

33

我們來談一談：

1. 在耶穌故事中，那個人怎樣將愛表現出來？ 
2. 你可以向誰表現神的愛？ 
3. 今天，你怎樣將神的愛表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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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十個長大麻風的人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要向祢感謝的事真的很多。(告訴神一些你 

感恩的事。）求祢提醒我每天都要感恩。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有一天，耶穌遇見十個病人，他們

都長了大麻风。這是一種可怕的疾病，

無藥可治。這些人只能和其他人隔離，

過著悲慘的生活。 

這 些 人 叫 道：“ 耶 穌， 可 憐 我 們

吧！”他們想讓耶穌醫治他們。 

耶穌關心這些人。祂說：“你們去，把身體給

聖殿的領袖們（祭司）看。”只有祭司們能確定這

些人是不是真的好了。 

這些人相信耶穌。他們離開去找祭司。去的時

候，他們就得了醫治。大麻风沒有了！十個人都被

耶穌醫好了，但只有一個人回來感謝祂。 

你會記得感謝神嗎？想一想衪為了你做的一切：衪給

你空氣呼吸；給你一個家，還有朋友們去關愛。你有沒有

停下來感謝衪呢？感謝神永遠是正確的事！

你會記得說謝謝嗎？為別人對你做的好事而感謝他是很重要的。感謝神

就更加重要了！ ?
聖經說：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

因他本為善。” 

詩篇136:1



可以在路加福音17:11-19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Kristin Fisler，七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 USA）

35

我們來談一談：

1. 耶穌為那十個人做了什麼？ 
2. 你覺得為什麼只有一個人回來感謝耶穌？ 
3. 你可以為哪些事感謝神？ 

謝謝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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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耶穌和小孩子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這麼愛我。我很高興能隨時與祢談話。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許多人都想靠近耶穌，祂總是很

忙。有一天，父母們把他們的孩子帶到

耶穌那裡。他們知道耶穌和其他人不一

樣。祂是神的兒子。他們想讓耶穌為自

己的孩子祝福。 

耶穌的門徒責備那些人，吩咐他們把孩子帶走。門徒

認為耶穌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耶穌看到門徒這樣做，就非常生氣！耶穌說：

“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們。”

耶穌愛小孩子。祂愛你。你可以隨時與祂談

話。祂絕不會忙到沒空理你，你也絕對不會妨礙

祂。祂希望你花時間與祂在一起，祂希望你告訴祂
你生活中發生的事。別人可能沒空陪你，但耶穌隨時都可

以！ 

耶穌抱著小孩子，為他們祝福。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太小了？有些事如果你太小就做不了。不過，即使

你還小，你依然能來到耶穌面前。?
聖經說： 

“讓小孩子到 

我這裡來。” 

馬可福音10:14



可以在馬可福音10:13-16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Lina Asante，八歲，加納（Ghana）

37

我們來談一談：

1. 父母為什麼帶他們的孩子來見耶穌？ 
2. 耶穌為什麼生氣？ 
3. 你可以與耶穌談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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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瞎子巴底買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我為祢如此美好而讚美祢！感謝祢為我所做的

一切。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和祂的門徒正要離開耶利哥，

一大群人跟著他們，非常熱鬧。在一片

嘈雜中，只聽到一個聲音。 

有人喊道：“耶穌！可憐我吧！”

這人是個瞎子，名叫巴底買。他看不

見，但他知道耶穌來了。眾人不許巴底買喊叫，他卻叫得

更大聲了。 

耶穌站住了，祂問巴底買：“你要我為你做什

麼？”巴底買說：“我要能看見！”耶穌說：“去吧，

你的信心救了你。”

巴底買立刻能看見了！他能看見人群，他能

看見高大的樹木。最美好的是，他能看見耶穌！ 

巴底買就開始跟隨耶穌。他和眾人都讚美神。 

神配得被讚美。祂每天都行奇妙的事！祂愛你，照顧

你，給你所需要的一切。你可以為著神是怎樣的和祂所做

的而讚美祂。 

你曾經讚美過人嗎？意思就是稱讚別人的優點。神最配得你的讚美！?
聖經說： 

“我要一心稱謝 

耶和華。” 

詩篇9:1



可以在馬可福音10:46-52；路加福音18:43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Carly DeBurgh，九歲，美國威斯康星州（Wisconsin, USA）

39

我們來談一談：

1. 巴底買為什麼要呼喊耶穌？ 
2. 眾人為什麼要讚美神？ 
3. 你可以讚美神的哪方面？ 

我看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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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撒該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從我的罪中拯救我！求祢從我心底裡改

變我，這樣別人就知道祢住在我裡面。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這人是一個稅吏，名叫撒該。他為

了自己多收別人的錢財。他又欺騙又偷

竊。 

有一天，耶穌經過耶利哥，所有的

人都來看祂。撒該太矮了，看不見。他

爬到一棵樹上看耶穌。不久，耶穌在他面前停了下來。 

耶穌說：“撒該，快下來！我今天要去你

家！” 眾 人 都 議 論 紛 紛——耶 穌 為 什 麼 要 去 

撒該家？ 

撒該相信耶穌後，他改變了。撒該說：“我

會把錢給窮人。每個我騙過的人，我都償還他

們！”他從心底裡改變了！ 

耶穌要改變你的內心。祂要幫助你對罪說“不”，並

且順服神。祂能幫助你停止欺騙，做正確的事。祂能幫助

你停止說謊，說真話！如果耶穌住在你裡面，你將不再一

樣！

你有沒有騙過人？欺騙是不公平的，是用錯誤的方法為自己得好處。

一天，耶穌遇到了一個喜歡欺騙人的人。?
聖經說：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哥林多後書5:17



可以在路加福音19:1-10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Hillary Charles，六歲，肯亞（Kenya）

41

我們來談一談：

1. 是什麼讓撒該決定停止欺騙？ 
2. 耶穌如何改變了你的生命？ 
3. 你有其他方面需要耶穌幫助你改變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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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光榮進城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祢是偉大的神！祢配得我的讚美！求祢提醒我

要每天讚美祢。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和祂的門徒正走近耶路撒冷，

祂讓兩個門徒去牽一匹驢和驢駒來。門

徒將自己的衣服搭在驢上，耶穌就騎上

進城。很久以前，神就說這事會發生：

救主會騎驢進入耶路撒冷城！ 

人們見到耶穌很興奮！耶穌進城時，人們砍下棕樹枝

鋪在路上，還有人把自己的衣服鋪了在路上。 

“和散那！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眾

人歡呼喝彩。耶穌做了偉大的事，祂配得他們

的讚美。 

神也配得你的讚美。你要告訴神祂是多麼

奇妙！你可以獨自一人讚美神，也可以和別人

一起讚美神。你今天讚美神了嗎？ 

你有為見到某個重要人物而興奮嗎？耶路撒冷的人都為看見耶穌興

奮！他們為耶穌舉行了一場街頭派對！ ?
聖經說： 

“耶和華本為大， 

該受大讚美。” 

詩篇145:3



可以在馬太福音21:1-11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Sara Dellinger，八歲，美國科羅拉多州（Colorado,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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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人們怎樣讚美耶穌？ 
2. 你可以怎樣來讚美耶穌？ 
3. 你應該什麼時候讚美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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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耶穌洗腳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讓我可以服事別人。求祢幫助我像耶穌

一樣的服事人。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和他的門徒們在一起吃飯。這

是耶穌死在十字架前的最後一頓晚飯。 

耶穌離開餐桌站了起來。他拿來了

水和毛巾，清洗門徒們髒髒的腳。在大

多數猶太人家裡，僕人才給人洗腳。 

耶穌願意服事祂的門徒。 

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腳，就問：“你明白我為什

麼要這麼做嗎？我已經洗了你們的腳，你們也要

照著做。”耶穌告訴祂的門徒要互相服事，就像

耶穌服事他們一樣。 

你要像耶穌那樣服事別人。你可以服事一個小朋友，

幫他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通過做家務服事你的家人；通

過把教室打掃乾淨服事你的老師。當你服事別人的時候，

就是在服事神。 

耶穌希望祂的門徒學會服事別人。

你喜歡光著腳走路嗎？光著腳會很髒。一天晚上，耶穌用髒腳給門徒

們上了一堂特別的課。?
聖經說： 

“總要用愛心 

互相服事。” 

加拉太書5:13



可以在約翰福音13:1-17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Maximilian Klinkert，九歲，德國（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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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耶穌為什麼要洗門徒的腳？ 
2. 你為什麼要服事別人？ 
3. 你可以用哪些方式服事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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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耶穌被賣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我不想出賣祢。求祢幫助我對祢忠心，讓別人知道我

愛祢。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與祂的門徒在享用最後的晚

餐。很快，祂將要死在十字架上了。耶

穌說：“你們中間有一個人將出賣我。”

門徒都很驚訝！誰會出賣耶穌？耶穌知

道這人就是猶大。 

猶大離開了餐桌走了。他告

訴耶穌的敵人去哪兒找耶穌，那些人付給他三十個

銀幣。猶大假裝是耶穌的朋友，現在出賣了祂。他

幫助了耶穌的敵人，他的行為傷害了耶穌。 

你有沒有出賣過耶穌？也許你朋友來的時候，你把聖

經藏了起來；也許有其他人在你就不禱告；也許你不想讓

人知道你去教會。這些都是你出賣耶穌的方式。神希望祂
的兒女對祂忠心，讓別人看到你愛神。 

猶大對耶穌不忠心。當天晚上，他帶耶穌的敵人來捉

拿了耶穌，把耶穌帶走了。 

你有沒有覺得被出賣過？出賣一個人就是背叛那個人，原本的朋友成

為了敵人。耶穌也有這樣的一個朋友！?
聖經說： 

“你不要以給我們的

主[耶穌]作見證[告訴

或表明]為恥。” 

提摩太後書1:8



可以在約翰福音13:21-30；18:1-12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Giovanna Munoz Galvav，九歲，巴西（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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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猶大怎樣出賣耶穌？ 
2. 今天的人是怎樣出賣耶穌？ 
3. 你如何讓人看出你是忠於耶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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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耶穌受苦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耶穌不應該受罰。感謝祢讓耶穌情願為我受苦。

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被捉拿了。他們把祂帶到一個

又一個的宗教領袖那裡，他們想處死耶

穌，因為祂說自己是神的兒子。 

他們把耶穌帶到政府官員彼拉多那

裡。彼拉多知道耶穌沒有罪，他想釋放

耶穌。群眾喊著說：“不！”彼拉多想討好群眾，就叫兵

丁鞭打耶穌。兵丁讓耶穌戴上一個用荊棘編的冠冕。他們

打祂的臉，還辱駡祂。 

耶穌是神的兒子。祂為什麼要受那麼多的

苦？祂心甘情願為你的罪受苦並受死。如果你

已經相信了耶穌，你就是神的兒女，你的罪已

經被赦免了。你是不是感謝過耶穌呢？你要每

天感謝耶穌，祂為你受了那麼多苦。 

耶穌受了那麼多苦，但群眾仍然不滿意。他們要處死

耶穌。彼拉多就讓兵丁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你見過審判嗎？法官判定一個人是否有罪。耶穌被審判了，祂並沒

有犯任何罪。?
聖經說： 

“因基督也為 

你們受過苦。” 

彼得前書2:21



可以在約翰福音18:13-14；18:28-19:16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Allison Petrov，八歲，美國密蘇里州（Missouri,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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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宗教領袖們為什麼想殺死耶穌？ 
2. 耶穌受了哪些苦？ 
3. 對於耶穌所做的一切，你可以怎樣表達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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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耶穌死了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對不起，我犯了罪。我相信耶穌是為了把我從

罪中拯救出來而死。求祢原諒我！謝謝祢愛我。奉主耶穌名求。

阿們！ 

彼拉多讓人處死耶穌。兵丁讓耶穌

背著祂的十字架到一座山上。他們將釘

子釘進耶穌的手和腳，祂被掛在十字架

上。血從耶穌的身上流了出來。 

這一切都是神的計劃。祂派自己的

兒子來證明祂的愛。耶穌為你而死。祂本可以阻止那些兵

丁。但祂願意流血而死，使你的罪能夠得到赦免。 

你的罪已經被赦免了嗎？聖經說：“當信主耶穌，

你⋯⋯必得救。”（使徒行傳 16:31）同意神說你

犯了罪，並相信耶穌代替你接受了刑罰，祂就赦免

你的罪。你必定得救，不必再與神分開了。這就是

耶穌來到世上的原因。 

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很久。之後，天空變暗

了。耶穌大聲喊著說：“成了！”祂已經為你的罪付了代

價。祂低下頭，死了。 

你怎麼知道神愛你？耶穌證明了這一點。祂為你做了其他人都不會

做的事。?
聖經說： 

“當信主耶穌， 

你⋯⋯必得救。” 

使徒行傳16:31



可以在路加福音23:26-46；約翰福音19:28-30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Mary Hargrove，六歲，美國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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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你怎麼知道神愛你？ 
2. 耶穌是怎麼死的？ 
3. 你需要做什麼才能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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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耶穌被埋葬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差耶穌來為我的罪而死。感謝祢赦免我並拯

救我。奉主耶穌名求。 阿們！

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很久了。祂
死後，十字架旁的一個兵丁說：“這真

是神的兒子！”

這是真的，耶穌是神的兒子！你

可以感謝神派耶穌來到世上；感謝神

耶穌願意死，並將你從罪惡中拯救出來；感謝神耶穌承擔

了你的刑罰；感謝神赦免了你的罪。 

耶穌死後，祂的朋友們用布包裹了祂的身體，

搬到一個園子裡。他們小心地把祂的身體放在一

個像洞穴的墳墓裡。 

有人用一塊大石頭封住洞口，這樣便沒有人

能夠進出。兵丁看守墳墓，以確保無人能取走 

耶穌的身體。 

耶穌的朋友們十分傷心又害怕。他們認為自己曾與 

耶穌在一起，可能也會被捉拿。他們不明白耶穌必須為他

們的罪而死。 

你認識的人中有沒有已經去世的？當你親近的人去世時，你會感到傷

心。耶穌去世時，祂的朋友們非常傷心。?
聖經說： 

“神赦免了你們 

[我們]一切過犯。” 

歌羅西書2:13



可以在馬可福音15:39；約翰福音19:38-42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Jennifer Adusel，九歲，加納（G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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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耶穌的朋友對祂的身體做了什麼？ 
2. 為什麼耶穌死後，祂的朋友們會害怕？ 
3. 你為什麼要為耶穌的死感恩呢？ 

耶穌被放在墳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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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耶穌復活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我知道耶穌還活著。求祢幫助我告訴別人耶穌

為他們所做的一切。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死後第三天，馬利亞來到墳墓

那裡。她看見大石頭從墳墓挪開了， 

耶穌的身體不在那裡。 

馬利亞跑去告訴耶穌的兩個門

徒，彼得和約翰。他們跑到墳墓那

裡，只找到曾經包裹耶穌身體的布。他們不明白耶穌

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馬利亞留在墳墓旁哭泣。忽然，她看見兩個天使。他

們問她為什麼哭。馬利亞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

馬利亞轉過身來，看見有個人站在那裡。那人問她：

“你在找誰呢？”

馬利亞不知道那人就是耶穌。接著，耶穌呼喚她的名

字。馬利亞又驚又喜！她跑回去告訴門徒說：“耶穌還活

著！”

你可以告訴誰耶穌還活著？去告訴你的家人和朋友。

他們需要知道耶穌為他們的罪死了，並且復活了。 

你喜歡驚喜嗎？當意想不到的好事發生時，你會很驚喜。一位名叫 

馬利亞的女子即將遇到一個奇妙無比的驚喜！?
聖經說： 

“他[耶穌]⋯⋯， 

照他所說的， 

已經復活了。” 

馬太福音28:6



可以在約翰福音20:1-18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Jordan D. Knight，十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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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馬利亞到墳墓那裡時，她發現了什麼？ 
2.  馬利亞和耶穌交談之後做了什麼？ 
3.  這個星期，你可以告訴誰關於耶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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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耶穌顯現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袮《聖經》是真實的。求袮幫助我相信袮

的話，不要懷疑。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的門徒聚在一個房間，鎖上了

門。忽然，耶穌站在他們當中！他們看

到了祂手上的釘痕，真是耶穌。他們太

興奮了！祂還活著！ 

一個名叫多馬的門徒剛好不在。其

他的門徒告訴他耶穌還活著。多馬說：

“我不信，除非我看見祂。”他懷疑這是不是真的。 

你有懷疑過神嗎？你真相信神愛你、關心

你嗎？你相信祂是你隨時的幫助嗎？神在聖經

中說的每件事你都可以相信。你永遠不必懷疑

神。 

多馬懷疑。後來，多馬和其他門徒在一起

的時候，忽然，耶穌站在他們中間。耶穌告訴

多馬不要再懷疑，要相信。多馬對祂说：“我的主！我的

神！”多馬親眼看到了耶穌，就相信了，不再懷疑。 

你知道什麼叫懷疑嗎？就是不相信某件事情是真的。聖經中有些人懷

疑耶穌是否還活著。?
聖經說： 

“那沒有看見[耶穌]

就信的有福 

[受祝福的]了。” 

約翰福音20:29



可以在約翰福音20:18-31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Sarah Mayers五歲，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d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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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門徒怎麼知道和他們一起在房間裡的是耶穌？ 
2. 多馬為什麼對耶穌還活著有懷疑呢？ 
3. 有哪些事神希望你相信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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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耶穌升天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賜我聖靈。祂給我能力告訴別人耶穌的

事。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復活後在世上又多留了四十

天。耶穌告訴祂的朋友們一些將要發生

的事：“聖靈會給你們能力去作見證；

你們必須把我的事告訴各地方的人。”

聖靈會給他們勇氣，讓他們把耶穌的事

告訴別人。 

如果你已經相信了耶穌，聖靈住在你裡面。祂會給你

勇氣去作見證。當你害怕時要禱告，求神幫助你。求祂給

你合適的話講述耶穌；求祂幫助你變得勇敢。 

耶穌和他的朋友們談完了。他們正看著的

時候，耶穌就往天上升。一朵雲彩把祂接去，

他們就看不見祂了。 

那時，有兩個天使站在耶穌的朋友旁邊，

說：“你們為什麼站著望天呢？耶穌已經去了天

堂。你們看到祂怎樣離開的，將來有一天，祂
還要怎樣再來。”

你害怕告訴別人耶穌的事嗎？有一位能給你勇氣去作見證。耶穌的朋

友們發現了祂的存在。?
聖經說： 

“你們⋯⋯要⋯⋯ 

作我的見證。” 

使徒行傳1:8



可以在使徒行傳1:1-11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Colton Currier，七歲，美國佛羅里達州（Florida, USA）

59

我們來談一談：

1. 聖靈會如何幫助耶穌的朋友？ 
2. “作見證”是什麼意思？ 
3. 當你害怕作見證時，你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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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傳揚信息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我想為祢作見證。求祢使我願意把自己獻給祢，做任

何祢要我做的事。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說：“去，把我的好消息傳到

世界各地。”保羅和其他基督徒在世界

很多地方告訴人們關於耶穌的事。 

今天，有些人從來沒有聽過耶穌。

他們需要知道耶穌能將他們從罪惡中

拯救出來。你是不是在告訴別人耶穌的事呢？無論你在哪

裡，都能作見證。神希望每個基督徒都成為祂的見證人。 

神揀選了一些人作宣教士。他們一生的工

作就是幫助別人認識耶穌。有些宣教士是教師

或醫生，有些可能是建築師或是飛行員。 

有些宣教士在自己的國家工作，其他的則去另外的國

家。他們告訴人們關於耶穌的事。有一天，神可能會呼召

你做一個宣教士。你願意順服祂嗎？ 

向世界各地的人介紹耶穌是一項重大的工作。你不必

獨自一人去作！耶穌說：“我常與你們同在。”祂會幫助

你。 

耶穌在回天堂之前，給門徒分派了什麼工作呢？祂要他們去把
祂的事告訴別人！?

聖經說： 

“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28:20



可以在馬太福音28:16-20；馬可福音16:15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Seth Johns，五歲，美國密蘇里州（Missouri,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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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耶穌分派給信徒什麼工作？ 
2. 什麼是“宣教士”？ 
3. 神要你願意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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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做好預備！

你可以禱告：

親愛的神，感謝祢，我已經預備好去天堂了。我已經相信了 

耶穌。求祢幫助我每天讀祢的話，並和祢談話。奉主耶穌名求。阿們！

耶穌應許會再回來。所有相信耶穌

的人都會復活，在空中與祂相遇。他們

將在天堂與神永遠住在一起。 

天堂將比地上好得多：那裡沒有人

犯罪，沒有人死亡，沒有人會哭泣或受

傷。每個人都充滿喜樂！ 

你怎樣才能為去天堂作好預備呢？你需要

認識耶穌為你的救主。如果你真認識祂，你就

願意遵行祂的話。

閱 讀 你 的 聖 經 並 照 著 去 做。 如 果 你 沒 有 

聖 經， 你 可 以 學 習 這 本 書 上 的 經 文。 每 天 在 

禱告中與神談話。神希望祂的兒女更像耶穌。

沒有人知道耶穌什麼時候會回來，那將是最美好的一

天！你將會第一次親眼看見神。你要確保自己已經做好預

備迎接神！

你有出門旅行過嗎？你是怎樣準備的？有一天，神的兒女將進
行一次更大的旅行——去天堂！?

聖經說： 

“所以，你們也要預

備，因為⋯⋯人子 

[耶穌]就來了。” 

馬太福音24:44



可以在帖撒羅尼迦前書4:16-18；啟示錄21:1-5，22:11-12 
找到這個聖經故事。

Allison Fieger，九歲，美國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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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來談一談：

1. 當耶穌再來的時候，信徒會遇到什麼事？ 
2. 一個人需要做什麼，才能為去天堂做好預備？ 
3. 信徒怎樣做才能更像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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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今天有很多話要對人說！ 
祂已經透過祂的話語—— 

聖經與你分享了祂的大計劃。 
年幼讀者不會因為太小而無法了解 

神對他們說了什麼。 

《兒童繪畫聖經本》將帶領6-8歲的孩子 
每天在神的話語中進行一次旅行。

從《創世記》到《啟示錄》， 
他們將看到神為他們和他們的世界所做的大計劃。 

萬國兒童佈道團向全世界的兒童傳福音有超過80年的經驗。 
你可以相信CEF®為您孩子提供合乎聖經基礎、 

並帶有生活實際應用的靈修書。 

通過30個世界上最受歡迎的聖經故事。 
年幼的讀者會學到一些永恆的真理，比如：

 　　● 如何成為神的兒女 　　● 如何信靠神？ 
 　● 如何服事他人 　● 如何敬拜神？ 

 ● 如何順服 ● 如何向他人介紹耶穌？ 

每篇適合兒童閱讀的靈修書都鼓勵孩子們建立自己的靈修時間， 
當中包括以下內容：

 ● 禱告開始，幫助他們與神談話。
 ● 聖經經文，幫助他們應用所讀的內容。
 ● 提問問題，幫助他們談論所學到的。

PO Box 348 • Warrenton, MO 63383-0348 • cefonline.com • 1-800-748-7710

你的孩子準備好
全面了解神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