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位宇宙的上帝、创造我们的主，祂听我们的祷告，也回应
我们的祷告，多么奇妙啊！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都赐给我了。」因此，所有的能力都是耶稣的，如果你祷告
的话，你能想像会发生什么事呢？

儿童版
祷告盟约



亲爱的天父，谢谢祢爱我，
让我成为祢的孩子。恩典

我爱你！

背诵金句
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
得称为上帝的儿女。约翰一书3:1

耶稣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
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耶稣要人人知道上帝有多爱他们，所以祂说了这个牧羊人寻找迷
失的羊的故事。牧羊人好担心这只迷失的羊儿，顾不得其余整群
羊，跑去找那头迷失的羊儿，一心只希望牠安全。羊是很无助的
动物，有时会自顾自地走失，结果可能被熊或狮子攻击或掠食。

耶稣的意思是， 
当一个人接受耶稣作救 

主时，就像迷失的羊被牧
羊人找回来一样，天堂将
因此充满极大的喜乐、 

快乐与欢庆！

牧羊人的工作是保护羊群不受危害，所以那是他该做的事。 

当他找到那头迷失的羊儿时，他好开心，一路把羊儿 
抱在怀里走路回家，然后还大大庆祝呢！

亲爱的天父，谢谢祢爱我，
让我成为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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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爱祢、顺服祢。爱 帮助我爱祢、顺服祢。

背诵金句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 — 你的上帝。  
这 是 诫 命 中 的 第 一 ， 且 是 最 大 的 。 
马太福音 22: 37-38 顺服、跟随耶稣真是令人兴奋的旅程！

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吩咐，带着妻子以及所有的家当
离开了家乡，搬到一个新家去。亚伯拉罕的顺服其实
只是他一生顺服、爱和信心冒险旅程的起点。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个很爱上帝的人，名叫亚伯 

拉罕。当他年老时，上帝对他说：「你
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上帝要我们顺服祂，当我们顺服 

上帝时，就表明我们爱祂。

撒拉， 

这就是应许 

之地！

上帝真
是祝福我们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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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我爱他人，
像祢爱我一样。

爱他人如同上 

帝爱我们，这是什么意 

思呢？让我们来探索答案

吧！有人问耶稣：「谁是 

我的邻舍？」耶稣用一个 

故事来解答这问题。 

祂真是会说故 
事啊！

帮助我爱他人，
像祢爱我一样。

背诵金句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 
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约翰福音 15: 12

我要以行动来爱人， 
不是只在嘴上说说而已。

有一个人出门远行，在途中被坏人攻击，不仅惨遭殴
打，身上财物还被抢个精光，最后被丢在路边等死。
路过的人都不同情他，只有一个被人轻视的撒马利亚
人愿意关心他，帮他清洁包扎伤口，带他去到安全的
地方休养，甚至付清照顾他所需的开销。

不要害怕， 我会照顾你。

耶稣说完故事后说：「我要你们

也同样照样去照顾受伤的人。」

请帮助我。

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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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我犯了罪，
求祢洗净我。

背诵金句
求祢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
并洁除我的罪！诗篇51:2

我要饶恕他人，因为耶稣饶恕我。

彼得曾这 
样问过耶稣：「有人 

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
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
说：「七十个七次。」接 

着讲了另一个故事。

当王知道这事后大发雷霆，大声斥责他：「你这恶奴才， 

你欠我那么多钱，我都免了，你为什么不怜恤 

你的仆人呢？」王就把他关到牢里去了。

亲爱的上帝，
请救我们。

求求您，怜悯 我和我全家啊！

妈咪， 
我好怕！

嗯，我应 

该怎么办？

从前，有一个王叫他的仆人们来，要算算他们欠他多少钱。有
一个仆人欠了一大笔债，他永远也还不清。这王就说：『我要
把你和你的妻儿和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这债。』这人就
哀求王宽容，王动了慈心，就说：『我免了你的债。』  

这人才得着释放，就出去找
他的仆人，这仆人只欠他一
点钱，他却跟他要债，还威
胁说如果不还，就要送他去
坐牢。这仆人哀求他宽容，
他却一点也不同情他，反而
把他关到牢里去。

对不起，我犯了罪，
求祢洗净我。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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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诵金句
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
祢一切奇妙的作为。诗篇9:1

耶稣出生后，每个人都很快乐！天使们从天而降，大
喊：「在天上，荣耀归于上帝！在地上，平安临到上
帝所喜悦的人！」牧羊人也来敬拜婴孩耶稣。

很久很久以前， 
大约两千多年前，有一个少女 

名叫马利亚，天使加百列来到她 
面前，带来一个非常特别的信息， 
他说：「马利亚，不要怕，妳在 

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妳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祂起名叫耶稣。祂要为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我要每天赞美祢！

那颗明亮的 
星星，带领我们去
到小耶稣那里。

为祂儿子 
的诞生，赞
美上帝！

我们带了 
礼物喔！

我可爱 

的儿子！

在地上 

有平安！

正如马利亚、约瑟、牧羊人和博士们尊崇、 

敬拜耶稣，我们也应当如此尊崇、敬拜祂。

我要全心敬拜祢！我要全心敬拜祢！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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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我吗？ 
我不是！ 
小声点！

耶稣，祢是我的主，我要跟随
祢。求祢照祢的心意改变我。

背诵金句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來跟從我。路加福音9:23

耶稣，我要永远忠心跟随祢。

彼得忽然想起耶稣所说的话，他就跑出去痛哭，他心里好难
过，耶稣却没有放弃彼得。在祂复活后，祂还跟彼得共进早
餐，也饶恕了他。耶稣要彼得作祂的门徒，也去让更多的人
作主的门徒。虽然彼得不完美，耶稣知道彼得真心愿意跟随
祂，让祂作生命的主。

耶稣告诉彼得， 
在鸡叫之前，彼得会三次 

不认主。在耶稣上十字架前受审 
的院子里，彼得真的三次否认主。 

当人们开始认出彼得时，他害怕了，
每一次他都否认他曾跟耶稣在一 

起，过了不久，鸡就叫了。

我们知道你跟他

们是同伙的，你说话

有加利利人的口音。

你跟耶稣 是同伙的！

咯～咯 
咯～～这人跟耶稣是同伙的！

彼得再也不否认耶稣了。

耶稣，祢是我的主，我要跟随
祢。求祢照祢的心意改变我。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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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 

一位保惠师（帮助者），

叫祂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求圣灵充满我，我要明白

祢对我的计划。

背诵金句
要被圣灵充满。
以弗所书5:18下

耶稣，求祢以圣灵充满我，使我更像祢。

耶稣差祂的圣灵，来帮助教会开始传福音。 
不久后，在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五旬节」，
一阵强风吹来，祂使众人被圣灵充满。

耶稣说： 
「我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是你们不能去的，但不要担心，
我会留下我的灵给你们。」这是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殉难后并 升 

天到天父右边之前所发生的 
事情。祂并没有撇下我 

们不管。

哇！

我要跟祢一起去。

耶稣， 
谢谢祢。

真是 

奇妙！

祂的灵常与我们同在，成为 

我们的保惠师、教师和引导。

求圣灵充满我，我要明白

祢对我的计划。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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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传扬祢的恩典、
真理和公义。
让我传扬祢的恩典、
真理和公义。
让我传扬祢的恩典、
真理和公义。

背诵金句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祂的荣光，正是
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 我也要努力坚持真实，

不撒谎 。

耶稣心里热衷的是公义，祂说伤害小孩子是很糟糕的事。祂总
是去帮助那些大家忽略的人，包括年幼、残疾和贫穷的人。

门徒问耶稣：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就叫了一个 
小孩过来，然后注视门徒们，说了
最令人惊叹的话：「凡自己谦卑 

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 
里就是最大的。」

耶稣还说了更令人惊叹的话：「凡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知道 

耶稣是认真的，因为祂从不说谎话。

耶稣，我也
要坐在祢的腿

上！

耶稣好

爱我！

耶稣，
祢能让我痊

愈。

耶稣，祢

要不要吃点东

西？

来到我身
边吧！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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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来荣耀祢，并邀请别人也来跟随祢。

背诵金句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 
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马太福音28:19 我可以邀请谁来跟随耶稣？

保罗是圣经里的重 
要人物。新约圣经里有很多 

卷书，都是他写的。但是保罗
过去曾是憎恨、敌对基督的
人，他甚至杀害基督徒。但 

是耶稣改变了他。

上帝医治了扫罗后，他就开始四处传讲耶稣 

是谁。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他为耶稣翻转这个 

世界，归荣耀给上帝，也教导众人去做同样的事。　

主，祢是
谁？

有一天，扫罗（后来才改名为保罗）在路上走着，
突然间有一道光从天上照下来，他倒在地上，眼就
瞎了！接着，扫罗听到有声音对他说：「扫罗！你
为什么逼迫我？」 他大声说：「主啊，祢是谁？」
那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吓得
发抖，整整三天什么也看不见。

使用我来荣耀祢，并邀请别人也来跟随祢。门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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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背诵金句
所以，上帝将祂升为至高， 
又赐给祂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腓立比书2:9 耶稣回应了巴底买的祈求，

耶稣也会回应你的祈求。

巴底买喊叫着：「耶稣，老师，可怜我吧！」

巴底买身旁的人很不仁慈，对他大叫：「不要吵！」但是巴底
买继续叫着。耶稣听到了就说：「带他过来。」巴底买丢下外
衣，跑到耶稣那里。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巴底
买说：「我要能看见。」

瞎子巴底买在路 
旁乞讨，他认识耶稣，也 

知道祂所行的神迹奇事。他听
说耶稣使病人得医治、瞎眼的
人得看见、瘸腿的人能走。 

巴底买想要耶稣也来 
医治他。

巴底买相信耶稣有能力可以医治人。 

当他看得见时，第一个看到的人就是 

耶稣，你能想像他有多快乐呢！

哇
呜！好奇

妙！

耶稣好

厉害！

放心，巴底买，祂在叫你
了！

耶稣，我

看见你了！

你的信心

救了你！

权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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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祷告步骤
儿童祷

告盟约

因着上帝的恩典，我成为祂所 
疼爱的儿女。

顺服带来祝福。

我们应该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

耶稣要我们饶恕他人， 
不要记恨。

我们应该只在快乐时赞美上帝。

当我们委身跟随耶稣时， 
祂使我们更像祂。

圣灵是我的引导。

耶稣没时间理会小孩子。

上帝只使用大人去跟人传讲耶稣。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能都 
属于上帝。

祷告有大能，是因为耶稣的名 
大有能力。

上帝听我的祷告。

  4. 完成以下是非题，跟别人讨论答案。

我的名字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我开始按照儿童祷告盟约
祷告

今天的日期是： ____________

我的祷告盟约同伴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姓名 日期

1. 复习祷告盟约
2. 按照祷告盟约祷告四十天

3. 背诵祷告金句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行动
步骤

步骤一   连续十天每天按照祷告盟约
自己祷告。

步骤二   祷告时，求耶稣指示你，祂
要你邀请谁来一起加入祷告
盟约。

步骤三   邀请那个人跟你一起，按照
祷告盟约为彼此祷告四十
天。这人可能是你的朋友、
爸妈、兄弟姐妹、爷爷、奶
奶、老师或是牧师。

步骤四   跟你的祷告同伴分享上帝如
何回应你的祷告。你可以写
下来，或是画下来。

步骤五   记诵每课的祷告金句

步骤六   和他人分享耶稣的好消息。

步骤七   找一个新的祷告同伴，重复
以上步骤，一起跟随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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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版
祷告盟约

 恩典    亲爱的天父，谢谢祢爱我，
让我成为祢的孩子。 

 爱 帮助我爱祢、顺服祢。

 怜悯   帮助我爱他人， 
像祢爱我一样。

 悔改    对不起，我犯了罪， 
求祢洗净我。

 敬拜 我要全心敬拜祢！

 委身   耶稣，祢是我的主， 
我要跟随祢。求祢照祢的心
意改变我。

 倚靠    求圣灵充满我，我要明白祢
对我的计划。

 影响   让我传扬祢的恩典、 
真理和公义。

 门训   使用我来荣耀祢， 
并邀请别人也来跟随祢。

 权柄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