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位宇宙的　神、創造我們的主，祂聽我們的禱告，也回應 
我們的禱告，多麽奇妙啊！耶穌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 
柄都賜給我了。」因此，所有的能力都是耶穌的，如果你 
禱告的話，你能想像會發生什麼事呢？

兒童版
禱告盟約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愛我，
讓我成為祢的孩子。恩典

我愛你！

背誦金句
父賜給我們是何等的慈愛，使我們
得稱為　神的兒女。–約翰一書3:1

耶穌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
且因你喜樂而歡呼。

耶穌要人人知道　神有多愛他們，所以祂說了這個牧羊人尋找迷
失的羊的故事。牧羊人好擔心這隻迷失的羊兒，顧不得其餘整群
羊，跑去找那頭迷失的羊兒，只希望牠安全。羊是很無助的動
物，有時會自顧自地走失，結果可能被熊或獅子攻擊或掠食。

耶穌的意思 
是當一個人接受耶穌作 

救主時，就像迷失的羊被
牧羊人找回來一樣，天堂將 

因此充滿極大的喜樂、 
快樂與歡慶！

牧羊人的工作是保護羊群不受危害，所以那是他該做的事。 

當他找到那頭迷失的羊兒時，他好開心，一路把羊兒 
抱在懷裡走路回家，然後還大大慶祝呢！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愛我，
讓我成為祢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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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愛祢、順服祢。愛 幫助我愛祢、順服祢。

背誦金句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　
神。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
的。–馬太福音22:37, 38 順服、跟隨耶穌真是令人興奮的旅程！

亞伯拉罕聽從　神的吩咐，帶著妻子以及所有的家當
離開了家鄉，搬到一個新家去。亞伯拉罕的順服其實
只是他一生順服、愛和信心冒險旅程的起點。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 
有個很愛　神的人，名叫亞伯 

拉罕。當他年老時，　神對他説：「你
要離開你的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
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神要我們順服祂，當我們順服　 

神時，表明我們愛祂。

撒拉， 

這就是應許 

之地！

神真是 
祝福我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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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我愛他人，
像祢愛我一樣。

愛祂人如同　 

  神愛我們，這是什麼意

思呢？讓我們來探索答案

吧！有人問耶穌：「誰是

我的鄰舍？」耶穌用一個

故事來解答這問題。 

祂真是會說故事啊！

幫助我愛他人，
像祢愛我一樣。

背誦金句
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 
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 
–約翰福音15:12

我要以行動來愛人， 
不是只在嘴上説說而已。

有一個人出門遠行，在途中被壞人攻擊，不僅慘遭毆
打，身上財物還被搶個精光，最後被丟在路邊等死。
路過的人都不同情他，只有一個被人輕視的撒馬利亞
人願意關心他，幫他清潔包紮傷口，帶他去到安全的
地方休養，甚至付清照顧他所需的開銷。

不要害怕， 我會照顧你。

耶穌說完故事後說：「我要 

你們也照樣去照顧受傷的人。」

請幫助我。

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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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不起，我犯了罪，
求祢洗淨我。

背誦金句
求祢將我的罪孽洗除淨盡，
並潔除我的罪！–詩篇51:2

我要饒恕他人，因為耶穌饒恕我。

 彼得曾這樣問 
   過耶穌：「有人得罪

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
到七次可以嗎？」耶穌
說：「七十個七次。」 

接著講了另一個 
故事。

當王知道這事後大發雷霆，大聲斥責他：「你這惡奴才， 

你欠我那麼多錢，我都免了，你為什麼不憐恤你 

的僕人呢？」王就把他關到牢裡去了。

親愛的 
神，請救我

們。

     求求您， 
憐憫我和我全

家啊！

媽咪， 
我好怕！

嗯... 我應 

該怎麼辦？

從前，有一個王叫他的僕人們來，要算算他們欠他多少錢。 
有一個僕人欠了一大筆債，他永遠也還不清。這王就說： 
 『我要把你和你的妻兒和一切所有的，都賣了來償還這債。』
這人就哀求王寬容，王動了慈心，就說：『我免了你的債。』 

這人才得著釋放，就出去找
他的僕人，這僕人只欠他一
點錢，他卻跟他要債，還威
脅說如果不還，就要送他去
坐牢。這僕人哀求他寬容，
他一點也不同情他，反而把
他關到牢裡去。

對不起，我犯了罪，
求祢洗淨我。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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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誦金句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
祢一切奇妙的作為。–詩篇9:1

耶穌出生後，每個人都很快樂！天使們從天而降，大
喊：「在天上，榮耀歸於　神！在地上，平安臨到　
神所喜悅的人！」牧羊人也來敬拜嬰孩耶穌。

    很久很久以前， 
大約兩千多年前，有一個少 

女名叫瑪利亞，天使加百列來到她
面前，帶來一個非常特別的信息，
他說：「馬利亞，不要怕，妳在

　神面前已經蒙恩了。妳要懷孕生
子，可以給祂起名叫耶穌。 

祂要為大，稱為至 
高者的兒子。」

我要每天讚美祢！

那顆明亮 
的星星帶領我
們去到小耶穌 

那裡。

為祂兒子 
    的誕生， 

   讚美　神！

我們帶了   禮物喔！

我可愛的 

   兒子！

在地上 

    有平安！

正如馬利亞、約瑟、牧羊人和博士們尊崇、 

敬拜耶穌，我們也應當如此尊崇、敬拜祂。

我要全心敬拜祢！我要全心敬拜祢！

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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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我嗎？ 
   我不是！ 
    小聲點！

耶穌，祢是我的主，我要跟隨
祢。求祢照祢的心意改變我。

背誦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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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我要永遠忠心跟隨祢。

彼得忽然想起耶穌所說的話，他就跑出去痛哭，他心裡好難
過，耶穌卻不放棄彼得。在祂復活後，祂還跟彼得共進早
餐，也饒恕了他。耶穌要彼得作祂的門徒，也去讓更多的人
作主的門徒。雖然彼得不完美，耶穌知道彼得真心願意跟隨
祂，讓祂作生命的主。

耶穌告訴彼得， 
在雞叫之前，彼得會三次 

不認主。在耶穌上十字架前受 
審的院子裡，彼得真的三次否認

主。當人們開始認出彼得時，他害
怕了，每一次都否認他曾跟 
耶穌在一起，過了不久， 

雞就叫了。

我們知道 

你跟他們是同夥

的，你說話有 

加利利人的口音。

你跟 
耶穌是同
夥的！

咯～咯 
咯～～這人跟耶穌       是同夥的！

彼得再也不否認耶穌了。

耶穌，祢是我的主，我要跟隨
祢。求祢照祢的心意改變我。委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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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賜給 

你們一位保惠師（幫

助者），叫祂永遠與

你們同在，就是

真理的聖靈。

求聖靈充滿我， 
我要明白祢對我的計畫。

背誦金句
要被聖靈充滿。  
–以弗所書5:18下

耶穌，求祢以聖靈充滿我，使我更像祢。

耶穌差祂的聖靈，來幫助教會開始傳福音。不
久後，在一個特別的日子，就是「五旬節」，
一陣強風吹來，祂使眾人被聖靈充滿。

耶穌說： 
  「我去一個很遠的地方， 

  是你們不能去的，但不要擔   
  心，我會留下我的靈給你們。
」這事是耶穌死在十字架上，
升天到天父右邊之前所發生 

的事情。祂並沒撇下 
我們不管。

哇！

我要跟 祢一起去。

耶穌， 
謝謝祢。

真是 

   奇妙！

祂的靈常與我們同在，成為 

我們的保惠師、教師和引導。

求聖靈充滿我， 
我要明白祢對我的計畫。倚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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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傳揚祢的 
恩典、真理和公義。
讓我傳揚祢的 
恩典、真理和公義。
讓我傳揚祢的 
恩典、真理和公義。

背誦金句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 
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祂的榮光，正是父獨 
生子的榮光。–約翰福音1:14 我也要嘗試努力不說謊話。

耶穌心裡熱衷的是公義，祂說傷害小孩子是很糟糕的事。祂總
是去幫助那些大家忽略的人，包括年幼、殘疾和貧窮的人。

門徒問耶穌： 
「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 
穌知道他們在想什麼，就叫 

了一個小孩過來，然後注視門徒
們，說了最令人驚嘆的話： 

「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 
他在天國裏就是 

最大的。」

耶穌還說了更令人驚嘆的話：「凡為我的名接待 
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知道耶 

穌是認真的，因為祂不說謊話。

耶穌，我 
也要坐在祢 
  的腿上！

耶穌 

   好愛我！

    耶穌， 
祢能讓我 
 痊癒。

耶穌，祢 

要不要吃點 

東西？

來到我 

    身邊吧！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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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我來榮耀祢， 並邀請別人也來跟隨祢。

背誦金句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
給他們施洗。–馬太福音28:19 我可以邀請誰來跟隨耶穌？

保羅是聖經 
裡的重要人物。新約 

聖經裡有很多卷書，都是 
他寫的。但是保羅過去 

曾是憎恨、敵對基督的人，
他甚至殺害基督徒。但 

是耶穌改變了他。

神醫治了掃羅後，他就開始四處傳講耶穌是誰。 

掃羅後來改名叫保羅，他為耶穌翻轉這個世界， 

歸榮耀給 　神，也教導眾人去做同樣的事。

主， 
祢是誰？

有一天，掃羅（後來才改名為保羅）在路上走著，
突然間有一道光從天上照下來，他倒在地上，眼就
瞎了！接著，掃羅聽到有聲音對他說：「掃羅！你
為什麼逼迫我？」 他大聲說：「主啊，祢是誰？」
那聲音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保羅嚇得
發抖，整整三天什麼也看不見。

使用我來榮耀祢， 並邀請別人也來跟隨祢。門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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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背誦金句
所以，　神將他升為至高， 
又賜給祂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腓立比書2:9 耶穌回應了巴底買的祈求，

耶穌也會回應你的祈求。

巴底買喊叫著：「耶穌，老師，可憐我吧！」

巴底買身旁的人很不仁慈，對他大叫：「不要吵！」但是巴底
買繼續叫著。耶穌聽到了就說：「帶他過來。」巴底買丟下外
衣，跑到耶穌那裏。耶穌問他：「你要我為你做什麼？」 
巴底買說：「我要能看見。」

瞎子巴底買在 
路旁乞討，他認識耶穌， 

也知道祂所行的神蹟奇事。他
聽說耶穌使病人得醫治、瞎眼
的人得看見、瘸腿的人能走。

巴底買想要耶穌也 
來醫治他。

巴底買相信耶穌有能力可以醫治人。 

當他看得見時，第一個看到的人就是 

耶穌，你能想像他有多快樂呢！

哇嗚！ 
好奇妙！

耶穌 

   好厲害！

放心， 巴底買，祂在
叫你了！

耶穌， 

我看見你
了！

你的信心 

救了你！

權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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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禱告步驟
兒童禱

告盟約

因著　神的恩典，我成為祂所疼 
愛的兒女。

順服帶來祝福。

我們應該只愛那些愛我們的人。

耶穌要我們饒恕他人， 
不要記恨。

我們應該只在快樂時讚美　神。

當我們委身跟隨耶穌時， 
祂使我們更像祂。

聖靈是我的引導。

耶穌沒時間理會小孩子。

   神只使用大人去跟人傳講耶穌。

天上地下所有的權能都 
屬於　神。

禱告有大能，是因為耶穌的 
名大有能力。

   神聽我的禱告。

  4. 完成以下是非題，跟別人討論答案。

我的名字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今天我開始按照兒童禱告 
盟約禱告

今天的日期是： ____________

我的禱告盟約同伴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姓名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姓名 日期

1. 複習禱告盟約
2. 按照禱告盟約禱告四十天

3. 背誦禱告金句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是 非

行動
步驟

步驟一   連續十天每天按照禱告盟約
自己禱告。

步驟二   禱告時，求耶穌指示你，祂
要你邀請誰來一起加入禱告
盟約。

步驟三   邀請那個人跟你一起，按照
禱告盟約為彼此禱告四十
天。這人可能是你的朋友、
爸媽、兄弟姊妹、爺爺、 
奶奶、老師或是牧師。

步驟四   跟你的禱告同伴分享　神如
何回應你的禱告。你可以寫
下來，或是畫下來。

步驟五   記誦每課的禱告金句

步驟六   和他人分享耶穌的好消息。

步驟七   找一個新的禱告同伴，重複
以上步驟，一起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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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版
禱告盟約

 恩典    親愛的天父，謝謝祢愛我，
讓我成為祢的孩子。 

 愛 幫助我愛祢、順服祢。

 憐憫   幫助我愛他人， 
像祢愛我一樣。

 悔改    對不起，我犯了罪， 
求祢洗淨我。

 敬拜 我要全心敬拜祢！

 委身   耶穌，祢是我的主， 
我要跟隨祢。求祢照祢的 
心意改變我。

 倚靠    求聖靈充滿我，我要明白 
祢對我的計畫。

 影響   讓我傳揚祢的恩典、 
真理和公義。

 門訓   使用我來榮耀祢， 
並邀請別人也來跟隨祢。

 權柄 奉耶穌的名禱告，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