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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摘自“活潑的生命”兒童版) 

經文（簡明聖經） 

第一週  
07/06(Sun)— 
07/12(Sat) 

07/09（Wed） 
神話語的種子 

馬可福音 4：9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第二週  
07/13(Sun)— 
07/19(Sat) 

07/16（Wed） 
五個餅，兩條魚 

馬可福音 6：42 
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門徒就
把碎餅碎魚收拾起來；裝滿了
十二個籃子。 

第三週  
07/20(Sun)— 
07/26(Sat) 

07/25（Fri） 
只要靠著禱告 

馬可福音 9：23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
能。 

第四週 
07/27(Sun)— 
07/31(Sat) 

07/29（Tue) 
有錢青年的煩惱 

馬可福音 10：27 
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
為神凡事都能。 

 

 

 



            2012012012014444 年年年年 7777////6666----7777////12121212（（（（第第第第一一一一週週週週））））小家兒童活動小家兒童活動小家兒童活動小家兒童活動    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    
 

對象: 2-10 歲的小家兒童  ( 建議: 2 歲以下孩子, 有專人看顧.  10 歲以上的孩子成為助教) 
 

07/09  07/09  07/09  07/09  神話語的種子神話語的種子神話語的種子神話語的種子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4444：：：：2 2 2 2 ----20202020    

7:20  準備時間   

7:30-  敬拜  以上只是提供參考, 請以小家
最多孩子的年齡層來挑選合適
的歌曲 

7:45- 等候神一
分鐘+禱
告 

(1)安靜等候 1 分鐘 
 
 
 
(2)禱告   

*可用教會等候神音樂約一分
鐘, 讓孩子躺下, 老師可以為
孩子默禱. 請把燈關暗, 協助
孩子安靜進入等候 
*老師可讓孩子圍成圈, 一起為
身體不舒服, 或者要考試的孩
子禱告 

7:55- 聖經教學 
背經 

馬可福音 4：9 
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兒童版 活潑生命 

聖經 故事 
問題 

 Q: 聽力道以後就結出果實，是什麼意思呢？ 兒童版 活潑生命 
 

8:15 點心時間 準備簡單的水果/ 食物 *請協助孩子洗手, 盡量不要讓小
孩用高椅子在廚房洗手台自己洗
手, 以免發生從高椅子跌倒的狀
態 

*提醒孩子上洗手間, 開門關門要

輕聲喔!  
8:30 勞作時間 參加特會參加特會參加特會參加特會    

 

參考附錄 
請幫助孩子做勞作, 不願意做勞
作的小朋友可以給她其他的事情

做, 或者畫畫, 看書 

9:15 
– 
9:30 

Clean up/ 
Video 
Time 

自由選擇  
 

 



2014 年年年年 7/13-7/19（（（（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第二週））））小家兒童活動小家兒童活動小家兒童活動小家兒童活動 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內容建議 
 

對象: 2-10 歲的小家兒童  ( 建議: 2 歲以下孩子, 有專人看顧.  10 歲以上的孩子成為助教) 
 

07/16  五個餅五個餅五個餅五個餅 兩條魚兩條魚兩條魚兩條魚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6：：：：35 - 44 

7:20  準備時間   

7:30-  敬拜  以上只是提供參考, 請以小家

最多孩子的年齡層來挑選合適

的歌曲 

7:45- 等候神一

分鐘+禱

告 

(1)安靜等候 1 分鐘 

 
 
 

(2)禱告   

*可用教會等候神音樂約一分

鐘, 讓孩子躺下, 老師可以為

孩子默禱. 請把燈關暗, 協助

孩子安靜進入等候 

*老師可讓孩子圍成圈, 一起為

身體不舒服, 或者要考試的孩

子禱告 

7:55- 聖經教學 

背經 

馬可福音 6：42 

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門徒就把碎餅碎魚

收拾起來；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兒童版 活潑生命 p.56 

聖經 故事 

問題 

Q: 為什麼五個餅和兩條魚，可以讓那麼多人

吃飽呢 ？ 

兒童版 活潑生命 p.57 

 

8:15 點心時間 準備簡單的水果/ 食物 *請協助孩子洗手, 盡量不要讓小

孩用高椅子在廚房洗手台自己洗

手, 以免發生從高椅子跌倒的狀

態 

*提醒孩子上洗手間, 開門關門要

輕聲喔!  

8:30 勞作時間 Discussion 
Find the 5 loaves and 2 fishes 
Coloring page 
 

參考附錄 

請幫助孩子做勞作, 不願意做勞

作的小朋友可以給她其他的事情

做, 或者畫畫, 看書 

9:15 
– 
9:30 

Clean up/ 
Video 
Time 

自由選擇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6 ：：：：42-43 

    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 

門徒就把碎餅碎魚收拾起來； 

裝滿了十二個籃子。                                                            
                                              

                                                （和合本） 

                                                                                                                             

    Mark  6 : 42-43 

 They all ate and were satisfied, 

and the disciples picked up twelve 
basketfuls of broken piece  of bread and 

fish.         

                                                         
（NIV）      

Discussion: Do you know the “5 loaves & 2 
fishes” are from? God use these to feed 5000 
people. Think about how can you give your gift 
and let God use it? 



 

 



Loaves and Fishes 

One time Jesus fed a hungry crowd of people with only five loaves of bread 
and two fishes. After everyone there had eaten his fill, there were still 
twelve baskets of bread and fish left over. 

Can you find 5 loaves and 2 fishes? Please coloring them ^_^ 

 



 



  2014 年年年年 07/20-07/26（（（（第第第第三三三三週週週週)小家兒童活動內容建議小家兒童活動內容建議小家兒童活動內容建議小家兒童活動內容建議 
 

對象: 2-10 歲的小家兒童  ( 建議: 2 歲以下孩子, 有專人看顧.  10 歲以上的孩子成為助教) 
 

07/  五個餅五個餅五個餅五個餅 兩條魚兩條魚兩條魚兩條魚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6：：：：35 - 44 

7:20  準備時間   

7:30-  敬拜  以上只是提供參考, 請以小家

最多孩子的年齡層來挑選合適

的歌曲 

7:45- 等候神一

分鐘+禱

告 

(1)安靜等候 1 分鐘 

 
 
 
(2)禱告   

*可用教會等候神音樂約一分

鐘, 讓孩子躺下, 老師可以為

孩子默禱. 請把燈關暗, 協助

孩子安靜進入等候 

*老師可讓孩子圍成圈, 一起為

身體不舒服, 或者要考試的孩

子禱告 

7:55- 聖經教學 

背經 

馬可福音 9：23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兒童版 活潑生命 

聖經 故事 

問題 

Q: 為什麼門徒沒有辦法把鬼趕走呢 ？ 兒童版 活潑生命 

 

8:15 點心時間 準備簡單的水果/ 食物 *請協助孩子洗手, 盡量不要讓小

孩用高椅子在廚房洗手台自己洗

手, 以免發生從高椅子跌倒的狀

態 

*提醒孩子上洗手間, 開門關門要

輕聲喔!  

8:30 勞作時間  
 

參考附錄 

請幫助孩子做勞作, 不願意做勞

作的小朋友可以給她其他的事情

做, 或者畫畫, 看書 

9:15 
– 
9:30 

Clean up/ 
Video 
Time 

自由選擇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9 ：：：：23 
  

   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和合本） 

                                                                                                                                                                 

    Mark  9 ：：：： 23 

If you can ?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him 
who believes  !     

                                                   
（NIV）            



  2014 年年年年 07/27- 08/02（（（（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週週週週)小家兒童活動內容建議小家兒童活動內容建議小家兒童活動內容建議小家兒童活動內容建議 
 

對象: 2-10 歲的小家兒童  ( 建議: 2 歲以下孩子, 有專人看顧.  10 歲以上的孩子成為助教) 
 

07/29   有錢青年的煩惱有錢青年的煩惱有錢青年的煩惱有錢青年的煩惱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10 ：：：：17 - 27 

7:20  準備時間   

7:30-  敬拜  以上只是提供參考, 請以小家最

多孩子的年齡層來挑選合適的歌

曲 

7:45- 等候神一

分鐘+禱

告 

(1)安靜等候 1 分鐘 

 
 
 
(2)禱告   

*可用教會等候神音樂約一分鐘, 

讓孩子躺下, 老師可以為孩子默

禱. 請把燈關暗, 協助孩子安靜進

入等候 

*老師可讓孩子圍成圈, 一起為身

體不舒服, 或者要考試的孩子禱

告 

7:55- 聖經教學 

背經 

馬可福音 10：27 

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

都能。 

兒童版 活潑生命 

聖經 故事 

問題 

Q: 為什麼有錢青年很憂愁的離開了呢 ？ 兒童版 活潑生命 

 

8:15 點心時間 準備簡單的水果/ 食物 *請協助孩子洗手, 盡量不要讓小孩

用高椅子在廚房洗手台自己洗手, 以

免發生從高椅子跌倒的狀態 

*提醒孩子上洗手間, 開門關門要輕

聲喔!  

8:30 勞作時間 1. Coloring sheet 
2. Activate: make a band (watch) 

with verse 
 

參考附錄 

請幫助孩子做勞作, 不願意做勞作的

小朋友可以給她其他的事情做, 或者

畫畫, 看書 

9:15 
– 
9:30 

Clean up/ 
Video 
Time 

自由選擇  

 

 

 

         
 
 



 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馬可福音 10 ：：：：27 
 

 在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 
                                                 （和合本） 

                                                                                                                                                           

   Mark  10 ：：：：27 

With man this is impassible , 

but no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with God!     

                                                         
（NIV）    

 



 



Activate:   Make a band (watch) with the verse. 

活動：用經文做腰帶或手表 （如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