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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爱圣经，
但我们常常不知道从哪⾥开始！
超级书家庭夜旨在帮助家庭以有趣和引⼈⼊胜的⽅式
⼀起花时间学习圣经！
每个超级书家庭夜都包括⼀个根据圣经故事的超级书每个超级书家庭夜都包括⼀个根据圣经故事的超级书
视频，⼀个⼀起背诵的圣经经⽂，⼀个有趣的游戏或
活动以及全家⼀起讨论的问题。我们设计了内容，
因此⽗⺟只需要做少许的准备⼯作，这样您就可以充
分利⽤与孩⼦共度时光。
我们的祈祷是，当家庭⼀起参加家庭之夜时，
他们不仅会彼此更加亲近，也会与上帝亲近！
你还在等什么？你还在等什么？
开始新的家庭传统并举办⾃⼰的超级书家庭之夜！
 
祝福您，
超级书团队



我要尊神为我的造物主并
顺服他的话语.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请所有⼈站⽴。告诉孩⼦们如果你说 “亚当说”他们就要按照你所说
的⾏。然⽽，如果你所发的命令没说”亚当说”他们就不许动，要保
持安静。你可以选择让错失命令的孩⼦坐下。

以下是可说或不说”亚当说”的命令的建议。

游戏活动
预备好了吗？预备好了吗？
 • 像猴⼦⼀样抓痒
 • 像⼤象⼀样摇摆你的象鼻
 • 像公鸡⼀样啼叫
 • 像河豚⼀样吹涨你的脸颊
 • 像斑⻢⼀样驰骋
 • 像狮⼦⼀样吼叫
  • 像蜜蜂⼀样嗡嗡叫
 • 像蜂⻦⼀样拍打你的翅膀
 • 像河⻢⼀样张开嘴
 • 像⻢⼀样嘶鸣
 • 像鳄⻥⼀样爬⾏
 • 像熊⼀样咆哮和挥击
 • 像⽕烈⻦⼀样⼀只脚站⽴
  • 像鬣狗⼀样笑

活动: 亚当说



1. 亚当和夏娃是怎样被试探？你认为他们      
  为什么失败？

2. 当亚当夏娃不顺服的时候，什么事发⽣了？
（创世纪3:16-24）

3. 你认为撒旦今天仍然试探⼈吗？以怎样的⽅  
  式？(以弗所书6:10-11，彼得前书5:8)

4.4. 阅读:哥林多前书10:13当你被试探时，神会   
  为你开⼀条出路！

亲爱的神，求你帮助我脱离试探。帮助我知道我所渴望的是否是你为
我预备的旨意。阿⻔。

讨论

祷告



耶稣是我的医治者.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计时器或秒表
⼀叠纸张-⼀个⼩孩⼀张

游戏活动
我们讨论了关于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考验。
你会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考验多少分数或等级?
你喜欢在学校考很难的试题吗?你喜欢在学校考很难的试题吗?
你觉得那些试题如何对你有帮助?
圣经说我们的信⼼是需要⾯对考验的
阅读雅各书1:3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经过试验就⽣忍耐
讲述：我们今天的游戏是⼀连串的测试，可是不要担⼼，这只是纯粹讲述：我们今天的游戏是⼀连串的测试，可是不要担⼼，这只是纯粹
娱乐⽽已，不会有任何的评分和等级。你也可以选择参与或跳过任何
的测试。分派给每⼀位⼩朋友⼀张纸。现在第⼀件事我要你将⼿上的
纸弄皱成球形。谢谢你的顺服。 
让⼩朋友分开站⾄少⼀个⼿臂的距离。你将会宣布那个测试及开始计让⼩朋友分开站⾄少⼀个⼿臂的距离。你将会宣布那个测试及开始计
时-来记录测试的时间。当⼩朋友在参与时⿎励他们。这是⼀个没有计
分或⽐赛，单纯是⼀个有趣的动作游戏。当每个测试完毕，询问⼩朋
友他们觉得⾃⼰觉得有没有通过及他们觉得那个测试会不会很难。

讲述:准备好了吗?
 • 单脚平衡30秒
 • ⽤另外⼀只腿平衡30秒-不可眨眼
  • 30秒内把你的纸球放在你的⼿掌上跑。你需要将你的⼿掌放平，拇 
   指及⼿指都不能⽤
 • 倾斜你的头，将你的纸球放在你的额头，然后向前步⾏30秒不让它 
   从你的额头掉落
 • 30秒内快速将你的纸球从⼀只⼿丢向另⼀只⼿并且不让它掉落
 • 与⼀位伙伴组队。分开⼤约3尺的距离站并且同时将⼿上的纸球丢  
   向对⽅两次
  • 过后，两个伙伴都退⼀步及重复⼀样的步骤。最后，两位伙伴再向 
   后退⼀⼤步及重复⼀样的动作
 • 闭起你的眼睛及坐在地上⼀分钟直到我说停! 测试20秒后，忽然打  
   破 宁静及踊跃的说:”看那个! ” 提醒那些睁开眼睛的⼩朋友你并没 
   有说停!

活动：你准备好⾯对考验了吗？



1. 阅读创世纪22:1-2.上帝如何考验亚伯拉罕?  
  你觉得为什么上帝会问那些事?

2. 阅读创世纪22:8-14.当以撒问那些祭物在何  
  处时，亚伯拉罕如何回应?上帝在⼭上如何  
  供应亚伯拉罕及以撒?

3. 阅读腓⽴⽐书4:19 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会供   
  应我们所需要的⼀切
    上帝曾经供应你什 么东⻄?

上帝，求你帮助我能够顺服，即使在艰难的事上。阿⻔。

讨论

祷告



我会原谅别⼈就像耶稣如
何原谅我⼀样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 装满了⽔的喷瓶
 • ⼤⽑⼱
 • ⽩板及⻢克笔
 • 在离⽩板⼤约8尺的距离画或贴上⼀条线

游戏活动
今天让我们⼀起讨论有关⼀些需要他⼈原谅的过错。今天让我们⼀起讨论有关⼀些需要他⼈原谅的过错。
⼀起在⽩板上写出⼀些过错。例如: 骂⼈、作弊、打架、欺骗、与兄弟
姐妹吵架等.

让⼩朋友在画在或贴在地上的线后
⾯排队。在⼤约8尺的距离将⽩板靠
墙或靠椅⼦，并将⽑⼱铺在下⾯。
当你说开始时，让第⼀位⼩朋友尝
试⽤喷瓶将⽔射向⽩板3次并尝试试⽤喷瓶将⽔射向⽩板3次并尝试
将⽩板上的过错清除，之后快速将
喷瓶交给下⼀位⼩朋友直到每⼀位
⼩朋友都完成。
重复直到那些字完全被清除。

讲述
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将被洗净!重复真理:”我会原谅别当我们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将被洗净!重复真理:”我会原谅别
⼈就像耶稣如何原谅我⼀样。

活动:洗净



1. 雅各如何对以扫表明他的歉意?
  查看创世记33:3

2. 耶稣告诉我们⼀些有关原谅⼈的重要性。   
  查阅⻢太福⾳6:14-15

3. 在这剧集，Joy不但向Chris道歉，
  她也寻求他的原谅。
    寻求原谅和道歉的分别在哪⾥? 
  为什么寻求他⼈的原谅那么重要?

4. 你有需要寻求任何⼈的原谅吗？ 

亲爱的耶稣，我赞美你因你为了我⽽死在⼗架上，让我在做过的错事
中得赦免。求你帮助我原谅那些伤害我的⼈。阿⻔。

讨论

祷告



神看⻅，听⻅及了解我。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我们⼀起玩⼀个游戏。你要⽤我所给的提⽰来解答奥秘。
我将读出⼀个提⽰，如果你觉得你知道答案就举起你的⼿。
如果你可以猜到是谁或我在想着什么，你将会得分。
若在第⼀个提⽰就能答对，你可以获得⼗分。
如果在第⼆个提⽰后答对，你将获得五分。获得最⾼分的⼈将获胜。

我是谁或我是什么？问题，提⽰及答案:我是谁或我是什么？问题，提⽰及答案:

我是谁？
提⽰1：我是埃及⼈
提⽰2：最初，我不让神的百姓离开
答案  ：法⽼⺩

我是谁？
提⽰1：我是摩⻄的哥哥
提⽰2：神⽤我来帮助摩⻄发⾔提⽰2：神⽤我来帮助摩⻄发⾔
答案  ：亚伦

我是什么？
提⽰1：我在旷野中阻挡以⾊列⼈前进的路
提⽰2：我被分成两半，形成⼀条道路
答案  ：红海

我是什么？
提⽰1：我变成⼀条蛇提⽰1：我变成⼀条蛇
提⽰2：摩⻄将我向红海伸出去
答案  ：摩⻄的杖

活动：提⽰



我是谁？
提⽰1：我是牧⽺⼈
提⽰2：我带领神的百姓离开旷野
答案  ：摩⻄

我们是谁？
提⽰1：我们在旷野中追赶以⾊列⼈
提⽰2：我们在红海中被淹没提⽰2：我们在红海中被淹没
答案  ：法⽼⺩的⼠兵

我们是谁？
提⽰1：我们制造砖块
提⽰2：神救我们脱离埃及
答案  ：以⾊列或希伯来⼈

我是什么？
提⽰1：我是第⼀个灾难提⽰1：我是第⼀个灾难
提⽰2：我是红⾊
答案  ：河中的⽔变⾎的灾难

我是什么？
提⽰1：神吩咐将我涂在以⾊列⼈家的⻔框上
提⽰2：天使看⻅我就会越过
答案  ：羔⽺的⾎

我是什么？我是什么？
提⽰1：摩⻄在旷野中停下来看我
提⽰2：我在着⽕可是没有被燃烧
答案  ：燃烧的灌⽊

活动：提⽰



1. 摩⻄为什么怀疑⾃⼰？
 （出埃及记4：10）

2. 上帝如何回复？
 （出埃及记4：11）

3. 当我们认为⾃⼰不能应对挑战时，
  我们该如何获得信⼼？
  （腓⽴⽐书4:13,帖撒罗尼迦前书5：24）

亲爱的神，求你除去我的恐惧，帮助我对你有信⼼。让我拥有你赐给
我的⼒量来做你所吩咐的事。阿⻔。

讨论

祷告



我会爱上帝。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让我们⼀家⼈有趣地创作⼀⾸说唱或⼀⾸我们在‘雅各与以扫’剧集
中类似Gizmo and Ranger Granger的说唱歌曲
这⾸说唱⾥的歌词需要有关⼗诫，爱上帝，或有关摩⻄或以⾊列⼈。

额外奖励：⼀家⼈⼀起制作⼀部你们所创作的说唱/歌曲影⽚并在社交
媒体上分享！记得在⾯⼦书 或IG 标签我们 @superbookborneo

上帝说：请更多的爱我
不可有和敬拜任何的偶像不可有和敬拜任何的偶像
请尊重我的名字
要守安息⽇，因为它是我所设⽴的

活动：这是⼀个说唱,从⼗诫创写出⼀⾸歌



1. 提出⼀些在我们家庭⾥的家规。
  你知道那些家规存在的原因吗
  例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玩⽕柴及⼑？
  (耶利⽶7：23）

2. 上帝释放那些在埃及⾥当奴⾪的以⾊列⼈ –  
  那么为什么他们却愤怒及担忧？

3. 你可以列出⼀些我们家庭每天的需要吗？3. 你可以列出⼀些我们家庭每天的需要吗？   
  腓⽴⽐4：19

主啊，谢谢你应许供应我所需的⼀切。
求你帮助我不要担忧任何的东⻄，让我每⼀天越来越信靠你。阿⻔。

讨论

祷告



当我遇⻅巨⼤的困难时，
上帝会帮助我。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收集8颗光滑的⽯⼦或⽤纸盒剪出⽯头的样⼦与⼀⽀记号笔
⽤记号笔在每⼀个⽯⼦上写⼀个字“上帝帮助我⾯对巨⼤的挑战”
其余3颗⽯⼦空着不⽤写

游戏
将⽯⼦分别藏在家⾥的各个⾓落

说说
⼤卫出去挑战歌利亚之前准备了多少颗⽯⼦？五颗

今天我已经把五颗特别的⽯⼦藏
在家⾥的各个⾓落，我们要去把
它们找出来。我也把⼀些普通的
⽯⼦藏起来。当我说开始时，
你们可以去搜寻。若你找到⼀颗
⽯⼦，将它拿过来。当你找到全⽯⼦，将它拿过来。当你找到全
部⼋颗⽯⼦时，我们就⼀起来看
看这些⽯⼦。

当全部⽯⼦找⻬时，全家⼀起把那些⽯⼦依照顺序排列出来 
（上帝帮助我⾯对巨⼤的挑战）

那让我想起我们的超级真理：当我遇⻅巨⼤的困难时，上帝会帮助我

活动：五个光滑的⽯⼦



1. 你觉得⼤卫在没有其他⼠兵的帮助，
  ⾃⼰在战场⾯对歌利亚是带着什么⼼情?

2. 你可以分享⼀些今天所遇到的困难吗？

3. 上帝可以如何帮助你解决这些困难？

亲爱的天⽗，不管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求你帮助我们记得你会与我们
同在，给我们勇⽓，智慧与能⼒。奉主名求，阿⻔。

讨论

祷告



上帝会帮助我在对的事情
上站得稳。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每位⼩朋友收集6个纸杯
(可选：年纪⽐较⼤的⼩朋友可以给10个 纸 杯来做4层的⾦字塔）
在离开桌⼦15尺的地⽅画⼀条起跑线。

游戏
在桌⼦上将每位⼩朋友的纸杯放成⼀堆。让每位⼩朋友都坐在离桌⼦在桌⼦上将每位⼩朋友的纸杯放成⼀堆。让每位⼩朋友都坐在离桌⼦
15尺的起跑线后
说: 让我们玩⼀个有关站起来的游戏！坐在原位直到我说“⾛”，
然后才跳起来并跑到桌⼦将6个纸杯排成⾦字塔，3个纸杯在底层，
2个纸杯在第⼆层，⼀个在最上⼀层。
然后喊超级真理，上帝会帮助我在对的事情上站得稳。
完成后，跑回起跑线记得，
⼀定要喊：“上帝会帮助我在对的事情上站得稳”，⼀定要喊：“上帝会帮助我在对的事情上站得稳”，
第⼀位完成⾦字塔并且越过起跑线就赢游戏结束后，
说：在匆忙的时候很难⽤纸杯做成⾦字塔！在我们的⽣活中也不是每
次都能够在对的事上站稳，尤其是当你⾃⼰⼀⼈单独作战！
可是上帝会时常帮助我们-只要我们寻求他的帮助！让我们⼀起来喊出
我们的超级真理：“上帝会帮助我在对的事情上站得稳。”

活动：纸杯⾦字塔



1. 勇⽓是什么意思？有勇⽓的⼈是不是代表   
  他不会害怕吗？约书亚1：7-9

2. 从这段经⽂，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3. 什么原因让我们不需要感到害怕？

亲爱的上帝，求你赐给我勇⽓去为我所相信的事勇敢站⽴。求你给我
智慧来⾯对每天所要经历的事情。阿⻔。

讨论

祷告



我要耶稣成为我⽣命的主。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圣经或超级妙妙书圣经应⽤程式
糖果/饼干
⼩盒⼦
礼物纸
胶带

玩玩
(为了接受耶稣，我们必须要迈出信⼼的⼀步及说我们相信他。⽤这个
⽰范来展⽰如果你不先踏出信⼼的⼀步，就⽆法得着救恩。
选⼀位⼩孩成为第⼀位“礼物接受者”。让那个⼩孩站起来，脚后跟
紧贴着墙壁。将⼩礼物放在距离那位⼩孩前⾯⼤约12尺前的地上。让
那位⼩孩弯腰地捡起来可是脚不能移动（那是不可能的）
然后，让每位有机会捡起来那个礼物。继续交谈并解释神透过耶稣所然后，让每位有机会捡起来那个礼物。继续交谈并解释神透过耶稣所
赐的救恩就在我们的⾝边。我们只需要踏出信⼼的⼀步来接受他。现
在，选⼀位⼩孩移动他的脚并将礼物成功地捡起来
说: 站起来，脚后跟紧贴着墙壁。尝试脚完全不移动地弯腰并将礼物捡
起来
那是不可能的，对吗？要记得神透过耶稣所赐的救恩就在我们的⾝边
。为了接受耶稣，我们需要踏出信⼼的⼀步并说我们相信他
现在你可以移动你的脚。捡起那个礼物。现在你可以移动你的脚。捡起那个礼物。

活动: ⼀份礼物等着你来拿



1. 你能想到上帝启动的那些事情来预备耶稣的降⽣吗？
 （路加福⾳2:1，路加福⾳1:35, 
  ⻢太福⾳1:19–20，路加福⾳2:8–14 )

2. 当天使告诉⻢利亚她将怀孕⽣出⼀位⼉孩并要被称为 
  ⾄⾼者的⼉⼦，她有什么反应？

3. 每⼀年你的家⼈如何准备庆祝圣诞？
    你可以做什么来庆祝耶稣的降⽣？

亲爱的神，谢谢你那么爱我，通过耶稣让我成为你的孩⼦。阿⻔。

讨论

祷告



耶稣是我的医治者。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搜集
⼀个⼤纸袋或枕头套。
以下的物件可从你家取得: 眼镜或墨镜, ⼩杯⼦, 绷带, 凉鞋或袜⼦, 
猪娃娃, ⽿机，⽿塞或⽿套, ⼿套, 饼干或⾯包⽚, ⼀⼩块的丝⺴, 
⼀个硬币 .

照着以上的列表尽可能搜集所有的物件。如果⽆法搜集列表上的所有照着以上的列表尽可能搜集所有的物件。如果⽆法搜集列表上的所有
物件，就把相对应的‘神迹’从神迹主列表⾥删除掉。
把所有的物件放进⼀个枕头套或购物袋。

游戏活动
谁记得我们的超级妙妙真理？ (“耶稣是我的医治者。”)
耶稣⾏了许多神迹，⽽这些神迹只能从神⽽来！今天，我们来玩⼀个
有趣的游戏来回顾⼀些耶稣所⾏过的奇妙神迹。
从神迹主列表中选⼀个神迹，然后说出这个神迹，并且把记录神迹发从神迹主列表中选⼀个神迹，然后说出这个神迹，并且把记录神迹发
⽣的经⽂读出来。请孩⼦们轮流把⼿伸进袋⼦（不许偷看）—⽤触觉
来认出代表该神迹的物件。每个孩⼦只能从袋⼦⾥取出⼀个物件。第
⼀个从袋⼦⾥取出相对神迹的代表物件就赢得⼀分。请他解释为何物
件与神迹相配。若该参赛者⽆法正确的认出物件，下⼀个参赛者就可
尝试为同样的神迹从袋⼦⾥取出正确的物件。继续玩到每个物件都被
认出来为⽌。获得最多分的⼈就赢了。必要时可以提供提⽰来帮助参
赛者。赛者。

活动：神迹在袋⼦⾥



神迹主列表:

 • 耶稣医好瞎眼的。 约翰福⾳9:1-12 (眼镜或墨镜)

 • 耶稣使⽔变成酒。约翰福⾳2:1-11 (⼩杯⼦)

 • 耶稣在加利利医治了许多病痛及疾病。⻢太福⾳4:23 (绷带)

 • 耶稣医好瘫⼦。⻢太福⾳9:1-8 (凉鞋或袜⼦)

 • 耶稣把⻤赶出去进⼊猪群。⻢太福⾳8:28-33 (猪娃娃)

  • 耶稣医好⽿聋⾆结的⼈。⻢可福⾳7:31-37 (⽿机，⽿塞或⽿套)

 • 耶稣医好枯干了⼀只⼿的⼈。⻢太福⾳12:9-14 (⼿套)

 • 耶稣⽤五并⼆⻥喂饱超过五千⼈。⻢太福⾳14:13-21 (饼干或⾯包⽚)

 • 耶稣神迹般的把⻔徒的⻥⺴装满了⻥。路加福⾳5:1-11 (丝⺴)

 • 耶稣从⻥⼝取出硬币纳税。⻢太福⾳17:24-27 (硬币)

活动：神迹在袋⼦⾥



1. 瘫⼦不能⾏⾛，那他如何遇⻅耶稣？参⻢可福⾳2:1-11。  
  你觉得如果瘫⼦没有朋友把他抬来，他将会是怎样呢？   
  你有没有⼀些可⾏⾛却还需要你来帮助他们寻找主耶稣   
  的朋友？

2. 耶稣说了⼀个关于种⼦掉落在四个不同⼟地的⽐喻。
  你还记得种⼦代表什么吗？种⼦掉落在那⾥？
  参路加福⾳8:11-15。 
    我们要⾃⼰的⼼成为“好⼟”，
  好让神的话语能成⻓并且改变我们。
  我们可做那些事好使我们的信⼼成⻓？
  请读歌罗⻄书2:6-7。

3. 今天，你⽣命⾥是否有⼀些情况是你必须
  信靠神的呢？

亲爱的上帝，我祷告你话语的种⼦会在我⼼⾥⼀天⼀天的成⻓。
坚固我对你的信⼼。医治那些病痛和伤痛的⼈。阿⻔。

讨论

祷告



我会谦卑及尊敬他⼈。

最后的晚餐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桶⽔
⽑⼱
椅⼦

玩
准备⼀桶⽔
全家⼀起阅读约翰福⾳13:2-4, 12-17全家⼀起阅读约翰福⾳13:2-4, 12-17
说: 耶稣谦卑⾃⼰，洗⻔徒的脚，为我们树⽴榜样。我们要跟随他的榜
样，轮流洗彼此的脚.
让每位孩⼦及⽗⺟轮流坐在椅⼦上⽽其他的家庭成员将洗他／她的脚
。洗完后，⽤⽑⼱擦干他／她的脚
解释这种互相洗脚的⾏为是为了提醒⾃⼰要谦卑，认为别⼈⽐⾃⼰更
重要
说: 每个⼈都将要轮流坐在这张椅⼦，让⾃⼰的脚被洗干净。其他的⼈说: 每个⼈都将要轮流坐在这张椅⼦，让⾃⼰的脚被洗干净。其他的⼈
轮流为坐在椅⼦上的⼈洗脚。需记得这是为了提醒我们要谦卑。我们
需要常常看别⼈⽐⾃⼰更重要。

活动：洗, 洗, 洗你的脚



1. 你觉得耶稣要他的⻔徒学习什么？
 （约翰福⾳13:12-15）

2. 当⻔徒在争论谁是最⼤时，
  你记得耶稣如何回应⻔徒吗？ 
 （⻢可福⾳10:42-45）

3. 我们服务他⼈和表达上帝之爱的⽅式是什么？

亲爱的上帝，求你帮助我谦卑⽽不骄傲。我要跟从你的榜样，
服侍别⼈及展⽰你的爱。阿⻔。

讨论

祷告







使⽤以下的指令或⾃创：
尽可能快速地拍⼿ – 在坟墓⾥
尽可能快速地拍⼿ – 在坟墓⾥。这是⼀个重复的指令以做出陷阱
坐在地上 – 在坟墓外
站起来 – 在坟墓外
上下跳跃三次 – 在坟墓⾥
做五次的开合跳 – 在坟墓⾥做五次的开合跳 – 在坟墓⾥
喊 “耶稣已复活” – 在坟墓外
单脚跳跃 – 在坟墓⾥
挥⼿ – 在坟墓外
摸你的脚趾 – 在坟墓外
哼⼀声 – 在坟墓⾥
⽤双⼿拍怕你的后背 – 在坟墓外
喊 “来欢庆主复活”- 在坟墓⾥喊 “来欢庆主复活”- 在坟墓⾥
旋转两圈 – 在坟墓外
喊“我会与别⼈分享这好消息”- 在坟墓⾥
跑去分享那好消息 – 在坟墓外

选择性： 纯粹娱乐 – 即使有⼈做错也不会被淘汰

说: 读约翰福⾳20:1-10

排成⼀排。线的右边是“在坟墓⾥”⽽在线的左边是“在坟墓外”。
⼩⼼地听我将给你的指令。如果你逗留或跳去错误的⼀⽅，⼩⼼地听我将给你的指令。如果你逗留或跳去错误的⼀⽅，
你将需要坐去⼀旁直到两个指令后才可以回来。

活动：在坟墓⾥还是在坟墓外？



1. 告诉我⼀些可以让我们展现⾃⼰是耶稣的   
  跟随者的⽅式 (以弗所5:1-2)

2. 你可以说出有哪⼏位朋友是需要认识耶稣   
  的吗？

3. 你想要告诉他们什么？
 （约翰福⾳3:16及罗⻢书10:9)?

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学习你的样式，将你的爱显现给别⼈并向⼈
传说有关你的事！阿⻔。

讨论

祷告



不管我做了什么，上帝都
可以拯救我。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头
信封，标记笔
⼀⼩个装着泥⼟密封的塑料袋
太阳眼镜
眼罩
⼿套⼿套
⼀盆⽔
名⽚

玩
聚集物品。看看你可以收集到什么物品，然后决定要更改或删掉以上
的那些物品。看⼈数⼤⼩来决定物品的数⺫。在信封上写“⼤⻢⾊”.
在房间可⻅处随机地放置物品.
说出在列表上第⼀个事件并让第⼀位⼩朋友去寻找可以代表该事件的说出在列表上第⼀个事件并让第⼀位⼩朋友去寻找可以代表该事件的
物品。询问⼤家是否认同该物品是正确的。如果该物品是错误的就需
要放回原位并让那位⼩朋友再次去寻找物品。如果有需要可以给⼀些
提⽰并准备帮助有特殊需要的⼩朋友.

以下是从使徒⾏传9章的事件及它的代表物品：
司提反的⽯刑 – ⽯头.
⼀封给扫罗许可去逼迫⼤⻢⾊基督徒的信 – 信封.
前往⼤⻢⾊之路 – ⼀包泥⼟.前往⼤⻢⾊之路 – ⼀包泥⼟.
耶稣光荣的显现 – 太阳眼镜.
扫罗瞎眼 – 眼罩.
亚拿尼亚按⼿在扫罗⾝上 – ⼿套.
扫罗的洗礼 – ⼀盆⽔.
扫罗改名为保罗 – 名⽚.

活动：寻找有关扫罗前往⼤⻢⾊之路的线索



今天你将成为侦探！你需要根据扫罗前往⼤⻢⾊途中所遇到的事件找出
物品。当你找出物品，每个⼈都会同意或不同意它是否是代表事件的正
确物品。如果它是正确的物品，你将可以获得10分。如果它不是正确的
物品，把它放回原位并继续寻找正确的物品。当你找到正确的物品时，
你将可以获得5分。

游戏结束后说:  你是⼀位优秀的侦探，可以根据有关扫罗之旅破解所有
的线索！让我们⼀起念超级经⽂ – 提摩太前书1：15

这是⼀个值得信赖的说法，每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要这是⼀个值得信赖的说法，每个⼈需要接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了要
拯救罪⼈” – ⽽我是他们中间最糟糕的⼈。

活动：寻找有关扫罗前往⼤⻢⾊之路的线索



1. 是否有⼈因你相信耶稣⽽嘲笑你或对你有   
  不好的态度 如果有，
  你有什么感觉及你 怎么做？

2. 耶稣说好的东⻄将从逼迫中出现，
  你可以猜到是什么吗？ 
 （路加福⾳21：13-15）

3. 当我们向别⼈传讲有关耶稣的事情时，
    耶稣如何应许我们？
 （路加福⾳21：13-15)

亲爱的上帝，求你充满我好让我可以成为你的⻅证⼈。
求你加强那些因信你⽽受逼迫的⼈对你的信⼼。阿⻔。

讨论

祷告



我会活出⼀个反映我知道
‘耶稣会再来’的⽣命。

记住这⼀点
本周⼀起作为⼀个家庭！

超级真理

超级经⽂



准备
⽓球 - 两位⼩朋友⼀个及⼀些额外的⽓球
⽩板及标记笔或⿊板及粉笔
计时器 - 时钟或有秒针的⼿表，跑表，或计时器应⽤

在板上写下超级真理。吹⽓球及将它们绑紧。

玩
将⼩朋友分成两⼈⼀组。每组分派⼀个⽓球。每组⼈在⼏尺的距离⾯将⼩朋友分成两⼈⼀组。每组分派⼀个⽓球。每组⼈在⼏尺的距离⾯
对⾯站⽴。 计时⼀分钟及开始游戏。每组的第⼀位玩游戏的⼈喊出超
级真理的第⼀个字，然后将⽓球传给他/她的伙伴。另⼀位伙伴说出超
级真理的下⼀个字后将⽓球传回来。每组继续以这个⽅式进⾏游戏直
到在⽓球在没有掉落地上的情况下完成超级真理。然后再直接重新开
始念超级真理。这个⺫标是要在⼀分钟内尽可能完成越多次的超级真
理 。只计算完整的超级真理次数，不计算部分的次数。玩游戏的⼈不
可以抓⽓球或将⽓球挡在⾝体上。他们可以⽤⼿，⼿臂，头，脚来击可以抓⽓球或将⽓球挡在⾝体上。他们可以⽤⼿，⼿臂，头，脚来击
⽓球 。如果⽓球掉落到地上，那组需要重新开始超级真理。

说
让我们⼀起念超级真理 “我会活出⼀个反映我知道‘耶稣会再来’
的⽣命。

现在每组⼈在⼏尺的距离⾯对⾯站⽴。

每组的第⼀位玩游戏的⼈喊出超级真
理的第⼀个字

然后你的伙伴将边传⽓球边喊出超级
真理的下⼀个字

你的⺫标是要在⼀分钟内尽可能
完成越多次的超级真理

他们可以⽤⼿，⼿臂，头，脚来击⽓球可是却不能抓⽓球或将⽓球挡
在⾝体上

如果⽓球掉落到地上，你和你的伙伴需要重新开始超级真理如果⽓球掉落到地上，你和你的伙伴需要重新开始超级真理

活动：⽓球游戏



1. 你曾经想过⾃⼰不可能会被原谅吗？
  当撒旦告诉Chris世上是没有饶恕的事时，  
  撒旦是在撒谎还是在说实话？
  约翰福⾳ 8：44说撒旦讨厌真理。。。
  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的⽗。

2. 当我们做错时，撒旦要我们有什么样的感2. 当我们做错时，撒旦要我们有什么样的感   
  觉？耶稣与撒旦有何不同？
 （约翰福⾳10：10）

3. 我们为什么可以相信耶稣？ 
 （约翰福⾳14：6）

4. 当我们犯了罪时应该做什么？
 （约翰⼀书1：9)

亲爱的耶稣谢谢你那么爱我甚⾄为了赦免我的罪，除去我的内疚及羞
耻⽽死在⼗字架上。帮助我为了你⽽活。阿⻔。

讨论

祷告



在⺴上和我们联系

Superbook
⼉童圣经程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