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一：爱上帝 

【一】敬拜 
（马太福音 22：37） 

【二】读经 
（诗篇 119：11） 

【三】祷告 
（诗篇 17：6） 

【四】奉献 
（利未记 27：30） 

主题二：爱自己 

【一】认识主  
（启示录 3：20 ） 

【二】新生命 
（哥林多后书 5：17 ） 

【三】自信心 
（提摩太前书 4：12 ） 

【四】照顾自己 
（箴言 20：11 ） 

主题三：行动 

【一】怜悯 
（马太福音 5：7） 

【二】信心 
（哥林多后书 5：7 ） 

【三】分享 
（希伯来书 10：24 ） 

【四】信用 
（箴言 12：22 ） 

小学 1-6 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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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2020年1月份新加坡出现第一起新冠病毒，之后疫情一直
扩散，病例不断增加。政府为了阻断病毒传播，从4月7日
起，除了医务人员，提供必要服务的商店和机构之外，所
有非必要商业活动与工作场所都必须关闭。所有的教会崇
拜聚会暂停，这也包括孩子们暂时不可以上主日学。 

4月9日，所有的学校与学前中心的学生都居家学习。这
一切的措施，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规律。求主帮助我们适应
新的生活节奏，与家人一起生活的时候，学习更多的体
贴、包容和忍耐。 

建立孩子的属灵生命，父母扮演重要的角色。在这段因
新冠疫情而被迫居家隔离的日子，也是上帝赐予我们的一
个机会，让家长有更多时间与孩子们一起背诵金句、一起
祷告。 

这本《圣经金句册子》的活动，包括游戏、提问、分享
与祷告等，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帮助孩子把金句内容烙印
在心里，并能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出来。 

父母是儿童生命中的第一位导师，通过陪伴孩子背金
句，默想上帝的话语，建立孩子的属灵生命，同时也促进
亲子关系。 

上帝祝福您与您一家。 

这本《圣经金句册子》送给新加坡的儿童。 



如何使用《圣经金句册子》 

1． 6－12岁的儿童心理特征： 

•  社会心理危机：勤奋与自卑 

•  主要成长环境：学校、邻居、朋友 

•  克服危机后的理想结果： 

  －期望：别人的认可、称赞和鼓励 

   －追求：工作成就 

•  培养品质：自信及责任感 

•  应用： 

   －参与：让孩子参与讨论 

   －鼓励：不要让他因学业自卑 

 注：艾里克森理论：群体发展说 

 

2．背金句手册的特色 

• 注重亲子关系－提供亲子活动，让家长与孩子一起背金

句，一起实践圣经的教导，加强亲子沟通。 

• 通过感官学习－本金句的设计，以多感官学习形式进

行，让孩子从“做”中学习认识圣经真理，加深记忆，

巩固学习。 



当我们懂得在天父的怀里享受他的爱时， 

我们就能用他的眼光去看我们的孩子， 

做一个满有爱心和智慧的家长。 

3．背金句子的使用说明 

• 家长固定一个时间与孩子“约会”一起背金句，让孩子知道
这段时间是被分别为圣的。建议在家里找一个安静的角落、
预备圣经、纸张和笔等。 

• 小学1－3年级 

－家长带领孩子祷告，然后开始诵读金句。 

－分享：家长注重聆听，并引导孩子的实践行动。 

－材料：家长预先准备材料。 

－贴士：这里的贴士是金句游戏的指示，让家长参与和孩
子一起玩“游戏”的过程，并促进亲子关系。 

－祷告时刻：以感恩、认罪和祈求的重复模式，帮助孩子
建立祷告生活。 

• 小学4－6年级 

－家长带领孩子祷告，然后开始诵读金句。 

－提问：从提问中，鼓励孩子与家长一起讨论，在讨论
中，观察孩子是否达到提问前所设计的“学习目标” 

－祷告时刻：以感恩、认罪和祈求的重复模式，帮助孩子
建立祷告生活。可以鼓励年纪较大的孩子按祷告模式自
己祷告。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白板、白板笔和白板擦。将经文写在白板上。 

贴士：老师/家长带领孩子读完两次完整的金句，然后轮流让孩子和

老师/家长擦掉一个字，互相背诵经文，直到白板上的经文都

被擦光为止。 

 分享：如果你爱一个 

人，你会为他做些什么事？ 

如爸爸妈妈，你会为他们做

什么事，让他们知 道 

你爱他们。 

小学 1-3 年级 

金句信息：敬拜 

你要尽心、尽性、 

尽意爱主 — 

 你的上帝。 

~ 马太福音 22: 37  

 

祷告密室 

1. 谢谢天父上帝全心全意爱我，给我最好的礼物

主耶稣。 

2.  如果我在敬拜时不专心，求天父赦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能够专心敬拜你，全心来爱你。 

主题一：爱上帝 



小学 4-6 年级 

提问 

1.  天父上帝如何全心全意爱世人？他如何全心全意爱你？ 

2. 有哪一首敬拜天父上帝的诗歌是你最喜欢的？为什么？ 

3. 在我们敬拜时，我们可以有怎样的 

 表现，向天父表达我们对他的爱？ 

 如写证道笔记： 

祷告密室 

1.  谢谢天父这么爱我，甚至将独生儿子–  主耶稣基督赐给我。 

2.  如果我在敬拜时玩手机、不耐烦、不专心，求主赦免我。 

3.  祈求天父让我在敬拜时，（不做什么），使我专心爱你。  

学习目标 

让小朋友明白上帝爱我们， 

我们要用我们的全部来敬拜他。 

主题一：爱上帝 



背诵金句方式 

材 料 ： 制 作 八 张 字 卡“我 将”、“我 的 话”、“你 的 花”、“你 的

话”、“藏在”、“心里”、“嘴巴里”、“头脑里”。把卡片

藏在客厅/课室的不同角落。 

贴士：将经文完整写在白板上，然后带领孩子读完两次完整的金句，再

将上半句擦掉。让孩子从客厅/课室周围寻找字卡，并正确排出

顺序。  

金句信息：读经 

我将你的话藏在心

里，免得我得罪你。 

－诗篇 119: 11  

小学 1-3 年级 

 分享：上帝的话语 

有如宝藏一样，能够给我们 

带来很多宝贵的学习。当你得

到很宝贵的礼物时，你会做什

么？如藏起来，好好保管， 

常常使用等。  

 

祷告密室 
1.  谢谢天父赐我珍贵宝藏，让我有美好的生命。 

2.  如果我不听天父的话，求天父赦免我。 
3.  祈求天父帮助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

罪你。  

主题一：爱上帝 



小学 4-6 年级 

提问 

1.  什么是宝藏？你拥有宝藏时，你会不会珍惜它？上帝的话语是我

们的珍贵宝藏，所以我们也要珍惜它。 

2.  上帝的话语曾经在什么时候帮助你或指引你？ 

3.  我们对上帝的话语越熟悉，就能够越明白他的心意。我们可以使

用读经表来帮助我们有纪律地读经。 

学习目标 

让小朋友明白 

上帝的话语是珍贵的宝藏。  

祷告密室 
1.  谢谢天父赐我珍贵宝藏，让我有你的话语指引我。 
2.  如果我不听圣经的话，让天父伤心，求天父赦免我。 

3.  祈求天父帮助我有纪律地读经，熟悉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
意。  

主题一：爱上帝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准备九张字卡（可以随意调换顺序）  

贴士：老师/家长带领孩子读完两次完整的金

句。眼明手快：鼓励孩子在最短的时间

内，按金句的顺序用手拍在被摆乱的字卡

上。老师/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几轮。  

金句信息：祷告 

上帝啊，我曾求告你，

因为你应允我；求你向

我侧耳，听我的言语。 

- 诗篇 17: 6  

 分 享 ： 让 孩 子 戴 上 播

着 音 乐 的 耳 机 ， 然 后

你 轻 声 向 孩 子 读 金

句 。 将 耳 机 摘 下 ， 问

孩 子 听 见 什 么 ？ 告 诉

孩 子 ， 当 我 们 祷 告

时 ， 上 帝 会 留 心 听 我

们 的 呼 求 ， 并 且 会 回

应我们的祷告。 

小学 1-3 年级 

 

祷告密室 

1. 谢谢天父听我的祷告。 

2. 如果我没有天天祷告，忘记天父了，求天父赦免我。

3. 祈求天父安静我的心，让我也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主题一：爱上帝 



小学 4-6 年级 

提问：先和孩子比赛看看谁能憋气最久。  

1.  当我们没有氧气时，我们会发生什么事？祷告就像是人类的呼吸，

它能帮助我们维持强壮的属灵生命。 

2.  你有过天父上帝垂听你祷告的经历吗？发生了什么事？ 

3.  你通常会在什么时候祷告？祷告是可以随时随地和天父说话的方

式。我们也可以制作祷告笔记，记录自己的祷告生活。 

祷告密室 

1. 谢谢天父愿意垂听我的祷告，让我知道我可以向你说话。 

2. 如果我没有每天和天父说话，没有照顾自己的属灵生命，求主

赦免我。 

3. 祈求天父帮助我天天祷告，为自己和为（某人或某事）祷告。 

学习目标 

让小朋友明白祷

告的重要性，我

们要建立祷告的

生活习惯。  

主题一：爱上帝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 一个球或可以在地上滚的物件。老师/家长和孩子轮流把球滚给

对方，并按字词的顺序将金句读出来。如有一方背错了字，就

要重新开始，直到金句完整背出来为止。 

贴士： 老师/家长带领孩子读完两次完整的金句后，才开始游戏。 

 

分享：用10个相同的银钱
摆放在桌上，教导孩子什
么是十分之一。可以和孩
子玩简单的数学游戏，如
十分之二或一半是多少银
钱。然后做结语：天父赐
给我们一切的东西，包括
我们的生命，我们应该把
十分之一奉献给他，谢谢
他的供应。 

小学 1-3 年级 

金句信息：奉献 

地上所有的…… 

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 利未记 27: 30  

 祷告密室 
1.  谢谢天父让我没有缺乏，让我有能力奉献。 

2.  如果我没有把金钱奉献给天父，求天父赦免我。 
3.  祈求天父帮助我把十分之一的钱存下来奉献给

你。  

主题一：爱上帝 



小学 4-6 年级 

提问： 

1. 十分之一是多少？1十个苹果的一个、一元的一角钱、十分钟的一分钟。 

2. 如果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那么我们奉献给他十分之一，我们从他那里

拿了多少？让孩子有时间计算。（答案：90%） 

3. 上帝给我们那么多，我们也可以用十分之一感谢他供应我

们的需要。十分之一也是我们和上帝立约的记号。我们要

努力守住和上帝之间的约定，用储蓄计算表帮助我们。 

祷告密室 
1.  谢谢天父赐给我一切基本的需要，让我一无所缺。 
2.  如果我没有把十分之一的钱和时间奉献给天父，求天父赦免

我。 
3.  祈求天父帮助我把十分之一的零用钱（决定一个数目）存下来 
 奉献给你。  

学习目标 

让小朋友明白世

上的一切都属于

上帝，我们应当

把从他而来的十

分之一归给他。  

 

金句信息：奉献 

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

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  

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 

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 利未记 27：30  

主题一：爱上帝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制作小卡片“听见”、“看见”、“我声音”、“我照片”、

“就开门的”、“就吃饭的”将完整的金句海报中间剪成一半，

只留下“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启示录 3: 20 

贴士：老师/家长分别把小卡片放在桌面上。小朋友打开两张小卡片。

若打开的是金句的一部分，就把它放在白板上。最后，老师/家

长带领小朋友把金句念一遍。 

小学 1-3 年级 

主题二：爱自己 

 

分享：老师／家长逐一向小

朋友介绍“超级好朋友－主

耶稣”的特质，分享到第四

小点“最奇妙的是：＊＊＊

＊＊”（答案先用纸卡遮

住，引起小朋友的兴趣，并

可强调重点）  

金句信息：认识主  

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 启示录 3: 20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做我的超级好朋友。 
2.  如果有打人/大喊大叫/乱发脾气，求主赦免

我。  
3.  祈求主帮助我成为__________的好朋友， 
 为他/她祷告。 



提问： 
1.  你的好朋友有什么特质？主耶稣有什么特别？ 
2.  什么是“开门”？怎样才可以让耶稣住在我们的心里？ 
3.  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已经住在你的心里？ 

主题二：爱自己 

学习目标 

分享主耶稣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接待

主耶稣就可以拥有这位超级好朋友。  

小学 4-6 年级 

小学 1-3 年级 
总结：原来我们都有做错事情，

比如打人、说谎等，而主耶稣愿

意代替我们受处罚，被钉死十字

架上，主耶稣流的血把我们犯的

错洗干净了！而主耶稣复活了，

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使我们

变成上帝喜欢的小孩！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爱我，为我的错误受处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2.  如果我有乱发脾气/说谎/没礼貌，求主赦免我。  

3.  祈求天父帮助我成为________的好朋友，致电关心他/她。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把“若有人”、“若有钱”、“在基督里”、“在巴刹里”、

“他就是”、“他好像是”、“新造”、“改造”、“的人”、

“的书”等纸张卡贴在客厅或教室周围。 

贴士：带领孩子读完两次完整的金句，而让孩子从客厅周围的纸张卡

中，找出今天的金句并正确排出顺序。 

小学 1-3 年级 

金句信息：新生命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 哥林多后书 5: 17  

主题二：爱自己 

 
分享：自从相信耶稣后， 

你在哪些行为上已有改变？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赐给我新生命。 

2. 如果我有不好的旧习惯______，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有 ______ 新的好习惯。  



提问： 

1. 上帝答应每个相信耶稣的人，可以拥有一个全新的生命，并且要让耶
稣住在他的心中，帮助他、保护他。请问小朋友，你们都相信主耶
稣吗？ 

2.  你过去犯了什么错误，如：说谎话、偷玩手机游戏等，请分享。 

3.  现在，请耶稣赐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过去犯的错，请主原谅，并且
住在你的心。你要怎样做，才能讨上帝的喜欢？ 

主题二：爱自己 

学习目标 
让小朋友能明白上帝能改变我们过去不
好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上帝和人都喜欢
的小孩。  

小学 4-6 年级 

 

金句信息：新生命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 哥林多后书 5: 17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赐给我全新的生命，让我有第二次机会改过。 

2. 如果我过去有_____不好的行为，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不再_____，作个讨上帝和人人喜欢的孩子。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把金句的每一个字，写在卡片上。 

贴士：带领孩子读完两次完整的金句。老师／家长随机不读白板上某张

卡片的字，并请小朋友出来挑战，在老师／家长读完“漏了某个

词语”的金句后，抢拍老师／家长“漏读”的字卡。游戏可以进

行几回合，让小朋友更熟悉金句。 

小学 1-3 年级 
金句信息：自信心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作信徒的榜样。 
- 提摩太前书 4: 12  

主题二：爱自己 

 

分享：小朋友想一想，我
们可以在哪些事情上，做
好榜样？例如：对人有礼
貌、把自己的房间整理
好、上课有秩序等。求上
帝帮助我们，看得到自
己，并且做好自己应该做
的事情，让别人知道上帝
的小孩真的不一样！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为我做好榜样。 
2.  如果我在（说话 / 行为）没有做好榜样，求主赦

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在（说话 / 行为）做好榜样，让别

人知道我是不一样的，是上帝的孩子。 



用《认识最棒的我》学习单来分享： 

1. 姓名： 

2. 你有什么优点？ 

3. 你可以用这些优点做什么事情？ 

4. 但是什么事情 ……，让你感到没有自信心？ 

5. 你觉得你可以怎样解决这些困难呢？  

主题二：爱自己 

小学 4-6 年级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为我做好榜样，让我可以成为很棒的孩子。 
2.  如果我在（列出一个说话或行为）上没有做好榜样，求主赦免

我。 
3.  祈求主赐我勇敢的心，让我可以用我的优点（列出一个有点）

服事身边的人。 

学习目标 

每个人都是上帝最棒的创造，绝对不可
小看自己，并请创造我们的上帝帮助我
们，能发挥自己长处去服事别人。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 把金句的每一个字，写在卡

片上。 
贴士： 请小朋友把散开的金句按顺

序贴在海报上。 

小学 1-3 年级 

金句信息：照顾自己  

孩童的动作 

是清洁，是正直， 

都显明他的本性。 
- 箴言 20：11  

主题二：爱自己 

 

分享：习惯不好，如头发脏
脏、嘴巴臭臭，是没有人敢接
近上帝创造的我们，而我们是
不是可以好好照顾自己呢？请
记录以下的《自我卫生测量
单》： 

《自我卫生测量单》 

这是__________的测量单： 

  我这个星期洗头____次 

  我这个星期洗脸____次 

  我这个星期刷牙____次 

妈妈的提醒： 

1.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 改进了！ 

2. 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 改进了！ 

3.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 改进了！ 

＊记得当有人提醒我们一些不 
好的习惯时，记得要记住别人的提醒
并马上改进，这样我们才不会让创造
我们的上帝伤心！ 

 祷告密室 
1.  谢谢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也可以成为清洁孩子。 
2.  如果我忘了保持个人的卫生和清洁，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完成《自我卫生测量单》，让我做个

清洁的孩子。 



提问： 

1. 一个星期你看几个小时的电视？ 

2. 一个星期你玩几个小时的电脑？ 

3. 一个星期你玩几个小时的手机？ 

4. 为什么自己总是无法改掉这些坏习惯？这些坏习惯会给你带来什
么后果？ 

5. 我们应该怎样做才不会重犯？ 

主题二：爱自己 

小学 4-6 年级 

祷告密室 
1.  谢谢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也可以通过我的生活习惯显明我是

上帝的孩子。 
2. 如果我过度看电视/玩手机游戏，忽略自己的健康，求主赦免

我。 
3.  祈求主帮助我改掉_________，让我不再重犯这坏习惯。 

学习目标 

教导小朋友懂得照顾自己的身体，

培养好的习惯，不让上帝担心。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 制作字卡“怜恤”、“有福”、“他们”、“怜恤”。 

贴士：当老师／家长读到手上的词汇时，小朋友必须要蹲下，可以由

慢到快，直到小朋友可以背熟经文为止。 

 

分享： 
每当自己感到愤怒时，身
体哪些部分或器官感到最
疼痛？ 

试描述这种疼痛的感受。
再分享，你平时是如何关
怀同学或邻舍？ 

小学 1-3 年级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怜恤我，知道我有软弱和帮助我。 

2.  如果我欺负人，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不再欺负                                          ，

让我做个会怜恤人的孩子。 

金句信息：怜恤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蒙怜恤。 
- 马太福音 5: 7 



小学 4-6 年级 

分享： 

1. 试分享近来别人对你做过最富有同情心的事。 

2.  一个对别人最富有同情心的行动。 

行动：关怀邻舍 
观察所住的地区，有哪些群体（如：长者、 
新移民、客工等）可作你们一家的关怀对象。 
认定关怀对象后，试想想以什么方法及实际 
行动来表达你们的关怀。 

学习目标 

学会用语言与行动关怀你认识或不

认识的人。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怜恤我，让我可以从软弱中重新站起来。 
2.  如果我没有为身边的人着想，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赐我智慧和勇敢的心，愿意以（举出一个行动）来祝

福                          。 



金句信息：信心 

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

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 哥林多后书 5: 7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白板 
贴士：1.  将金句写在白板上，带领小朋友

 将金句念一次。 
 2.  将金句上的字逐一擦掉，每擦去

 一字词，小朋友就要重复该金句
 一次，直到金句全部擦掉时，小
 朋友能背完整的金句。 

 
分享： 
1. 老师／家长要小朋友闭上
眼睛／用手帕蒙眼，然后小
朋 友 听 老 师 ／ 家 长 的 “ 指
示 ” ， 在 课 室 或 家 里 绕 一
圈。 

2. 老师／家长问小朋友被蒙
着眼睛时是否感到害怕，请
孩子分享感受。 

3. 若小朋友感到害怕，老
师／家长可安慰小朋友，说
小朋友虽然被蒙着眼，看不
见前景，但老师／家长总是
会在旁保护，就像天父时刻
保护我们。 

4. 若小朋友不会感到害怕，
老师／家长可指出小朋友因
为对老师／家长有信心，不
会丢下他不顾，所以不会感
到害怕，老师／家长接着说
出天父就像父母一样，时刻
保护我们。 

小学 1-3 年级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赐给我信心，让我可以信靠你。 
2.  如果我每一次只靠自己，没有相信主，求主赦

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一天祷告_____次，让我学习信

靠你。 



小学 4-6 年级 

学习目标 

对上帝抱持信心，就是要对所盼望

的事有把握，能肯定那些还未看得

见的事。  

分享： 

1. 除了挪亚外，你还认识哪些对天父有信心的圣经人物？（如：亚伯
拉罕、摩西、大卫等） 

2.  天父曾帮助你吗？试分享。 

行动：为着未信主的家人／亲戚／同学祷告 

姓名（未信主日期） 信主日期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赐我的信心，让我对许多事情有把握。 
2.  如果我在   （列出一件事）   上没有信靠主，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赐我信心勇敢地和 （列出一个名字）  分享你曾帮助我

的事。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制作卡片“相顾”“爱心”“行善” 
贴士： 

1.  将金句写在白板上，带领小朋友将金句念一次。 
2.  老师／家长把完整的金句放在白板上，只把卡片“相顾”、 
 “爱心”、“行善”面向白板贴上。 
3.  当小朋友念到XXX，如果是正确答案，老师/家长就把卡片翻开。 

 分享：老师／家长拿出书
包，然后提问小朋友以下
物品可以怎样与人分享 

- 颜色笔（同学如上美术
课时忘记带颜色笔，可以
借给他） 

- 食物盒（休息的时候，
可 以 跟 同 学 分 享 小 食 ，
如：面包、饼干等） 

小学 1-3 年级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照顾我、爱我，为我做很多美好的事。 

2.  如果我自私了，没有照顾别人，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学会分享__________ ，像你照

顾我一样。 

金句信息：分享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 希伯来书 10: 24  



小学 4-6 年级 

分享： 

1.  你曾因自私而拒绝与人分享吗？为什么？ 

2.  天父赐给你什么？你愿意与人分享吗？ 

行动：送暖行动  

物品 收益团体 

  

  

学习目标 

留意别人的需要，慷慨地把自己的

东西与人分享。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爱我，愿意和我分享你的生命，为我做许多美好的

事。 
2.  如果我自私，不愿意和别人分享我的东西，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愿意把自己有的东西分给有需要的人，像你爱我

一样。 



小学 1-3 年级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是诚实、守信用的主，你答应我们的

事，你都会做到。 
2. 如果我不诚实，常说谎话骗人，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帮助我不要说谎话，让我说出诚实的话，

做个诚实的孩子。 

 

分享：老师／家长念以下五个题目，告诉小朋友如果觉得
这些描述是正确的，就用双手比圆，假如认为是错误的描
述，便用双手比叉。 

 我们应该要偶尔听上帝的话，但不用天天听。 
 我答应别人的事，做不到一两次没关系。 
 上帝是守信用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守信用。 
 我答应了别人的事，就一定要做到。 
 当别人骗我，我也要骗回去，不原谅他，把答应他的

事故意忘记。 

金句信息：信用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 
所憎恶；行事诚实的， 

为他所喜悦。 
- 箴言 12: 22  



背诵金句方式 
材料：活动单 
贴士： 

1.   发给小朋友一张活动单。 
2.  请小朋友按照电报密码把金句找出

来，并写在活动单上。 
3.  最后，老师／家长带着小朋友把金句

读出来。 
4.  解读电报密码， 
5.  把金句写出来。 

活动单 1 2 3 4 

A 说 他 耶和华 嘴 

B 为 谎言 所 诚实 

C 喜欢 的 行事 喜悦 

D 所 为 的 憎恶 

电报: A1  B2  D3  A4  B1  A3  D1  D4  C3  B4  C2  D2  A2  B3   C4 

电报信息： 



分享： 

1.  盒子（里面放数张纸条），纸条上的内容为小朋友在一周内可以完
成的事。如：写一张小卡片关心老师、帮妈妈洗碗、按时完成功
课、每天晚上祷告等） 

2.  请小朋友为自己抽两张纸条，了解纸条上的内容，在纸条上签名，
表示愿意为这负责。 

3.  一周后，老师/家长一起看看两张纸条的任务是否真的完成。老师/
家长要提醒小朋友我们要练习守信用，答应老师/家长这个星期要
做到两张纸条的事。  

小学 4-6 年级 

祷告密室 
1. 谢谢主耶稣是诚实、守信用的主，你答应我们的事，你都会做

到。 
2.  如果我每次都没有完成我答应过的事，求主赦免我。 
3. 祈求主赐我纪律完成我答应人家的事，使我成为守信用的孩子。  

学习目标 

教导小朋友学习上帝的榜样， 

说出的话一定要做到。  



行动： 我的信用卡 

姓名：__________  有效日期：_____ 

我答应在这个星期之内，要完成： 

1. 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 

我会守信用！ 

1 2 3 4 5 6 7 8 9 0 1 2 9 8 7 6 

完成 

金句信息：信用 

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 
所憎恶；行事诚实的， 

为他所喜悦。 

- 箴言 12: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