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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手冊

親愛的牧者、導師、老師、家長，

感謝神！感動你們和眾教會一直奉獻支持《LoveKid 童來崇拜》，自

2020年2月起 (COVID-19)，每星期製作和播出全新一集，免費供教會、學

校、家庭使用，以主的話祝福孩童。由首播至今，《LoveKid 童來崇拜》已

經播出超過一年，共80集 (包括聖誕節、復活節和暑期特別版)。

為迎接2021/22新學年，繼續免費支援教會、學校、家庭的網上和實體

兒童崇拜，《LoveKid 童來崇拜》將會推出全新一輯《Adventurer》共分為

４季，每季13集。願我們同心跟從主，領兒童歸主和教導他們在真道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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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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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課程手冊

- 每集1冊 PDF (尺寸為橫向 A4)

- 每冊於每集首播前一星期供下載備課

- 內容：聖經課經文、金句、工作紙、遊戲

網上動畫短片

- 每集約15分鐘 Youtube 動畫

- 每集於主日 9:00am 首播

(及後可於 Youtube 隨時重溫)

- 內容：祈禱、聖經課、金句、回應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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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教材

(+852) 9085 5241

如有查詢，歡迎透過 WhatsApp 或 Signal 留言。

如欲優先獲取《LoveKid 童來崇拜 之 Adventurer》的

課程手冊，歡迎透過 WhatsApp 或 Signal 發送以下資

料到我們的電話 ( (+852) 90855241)：

1) 姓名

2) 所屬教會

3) 使用團體 (家庭/教會/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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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簡介

《LoveKid 童來崇拜》的全新一輯《Adventurer》將於

2021/22 新學年每星期製作和播出全新一集，共分為４季，每季

13集。我們將與小朋友一同成為小小探險家：「闖入」創世記認

識造物主；「發掘」舊約神頒下的誡命；「探索」基督的降生和

生平；「揭開」初期教會的神秘面紗；最後，與宣教士一同環遊

世界「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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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年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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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季：基督生平

14. 相信與遵行天父的話

15. 接待救主住在我心中

16. 要尋找與傳揚主耶穌

17. 敬愛天父和孝順父母

18. 作好見證來榮耀天父

19. 用聖經的話勝過引誘

20. 盼望主的得拯救

21. 謙卑跟主的彼得

22. 被主接納的利未

23. 向主感恩的女人

24. 親愛主的馬利亞

25. 徹底悔改的撒該

26. 尊主為王的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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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季：神的創造與立約

1. 神創造世界和人類

2. 神憐憫犯罪的始罪

3. 神喜悅亞伯的奉獻

4. 挪亞順神命建方舟

5. 神變亂世人的言語

6. 亞伯蘭得神的應許

7. 敬拜獨一的真神

8. 認真尊重神的名

9. 在安息中親近神

10. 聽從神孝敬父母

11. 尊重別人的生命

12. 不貪取別人財物

13. 不應貪心與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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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宣教之旅

保羅的宣教之旅

40. 生命改變作回應

41. 同心佈道與教導

42. 堅持苦難中傳道

43. 隨走隨傳主福音

44. 奉獻關心宣教士

45. 傳揚真理抗迷信

46. 至死忠心作主工

47. 一生靠主完使命

宣教士：艾美麥卡可

49. 「不」也是一個答案嗎？

50. 天父愛小孩子

51. 永遠的東西

52. 求問天父就夠了

53. 看不見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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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初期教會

27. 五旬節聖靈降臨

28. 神藉彼得醫瘸子

29. 彼得尊神為至高

30. 神藉彼得作懲治

31. 神救彼得出監牢

32. 司提反榮耀之死

33. 主已從死裏復活

34. 腓利向仇人傳道

35. 腓利向太監傳道

36. 彼得叫多加復活

37. 彼得接納哥尼流

38. 福音廣傳給外邦

39. 神的福音更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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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支持

67%
拍攝及動畫製作

18%
製作統籌

10%
行政

2%
宣傳

3%
網站系統

《LoveKid 童來崇拜》免費播放，全賴信徒

愛心奉獻支持：

 每集營運成本

(教材及動畫短片)

約 HK$48,000-

 奉獻方法：

cef.org.hk/donation



Adventurer

奉獻支持

(+852) 9085 5241

請截圖銀行確認過賬的版面透過 WhatsApp 或 Signal
傳送給我們，以便寄回奉獻收據。

FPS ID : 203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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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100集的免費資源
youtube.com/cef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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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來崇拜 Adventurer

第7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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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一位是真神



每主日上午９時 同您童心敬拜主 CEF Hong Kong

lovekid.hk

Adventurer

播放《Lovekid童來崇拜》 (15分鐘)

- 每集於主日 9:00am 首播

(及後可於 Youtube 隨時重溫)

- 內容大綱 [見於課程手冊]

建議時間表

詩歌敬拜 (10分鐘)

- 自行按學生情況安排

- 建議選與主題相關的詩歌

1

小組活動 [見於課程手冊] (35分鐘)

- 於每集首播前一星期供下載備課

- 小組活動內容：

 工作紙

 小組分享 (分享工作紙內容)

 團體遊戲

2

只有一位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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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

- 主題：敬拜獨一的真神

- 經文：出埃及記 6-12章及 19-20章

詩歌

- 十誡陳明主心意

(專輯：Lovekid 童來敬拜 - 2)

祈禱

- 申命記 6:4

以色列啊，你要聽！耶和華我們神

是獨一的主。

金句

- 約翰福音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

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本集大綱
只有一位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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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課

- 主題：十誡：神選民的生命（1） - 敬拜獨一的真神

- 經文：出埃及記 6-12章及 19-20章

- 焦點：

教學筆記

 神信守諾言賜迦南地給亞伯拉罕的後裔——

以色列人

 神呼召摩西作祂的代表和以色列人的領袖，

去見埃及帝國的法老，要他們釋放以色列人

 神降下十災，顯明祂的能力超乎埃及眾神，

拯救以色列人離開為奴之地——埃及帝國

 神與以色列人立約，使他們成為神的子民

只有一位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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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筆記

金句

- 約翰福音 17:3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

- 與聖經課的連接：人手所造的偶像都是虛假，唯有耶和華才是那位天地

間獨一的真神因為除祂以外別無拯救。雖然我們眼看不見祂，但祂是滿

有能力，是創天造地的神，我們可以憑着信心認識祂。

只有一位是真神



Adventurer 聖經金句

©  2021 Child Evangelism Fellowship (Hong Kong)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認識你獨一的真神，

並且認識你所差來的耶穌基督，

這就是永生。
約翰福音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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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筆記
詩歌 (回應詩)

- 十誡陳明主心意 (專輯：Lovekid 童來敬拜 - 2)

曲、詞：陳嘉健 編曲：古丹青

十誡陳明主心意 神話語應當記住 傾出一生順從我的主 恩福充滿傾注

除祢以外不可有別的神 一生一世願靠緊

不可敬拜所雕刻的偶像 單單要事奉祢

不可妄稱 耶和華主的名 要將榮耀頌讚歸祢

當記念安息日 守為聖日 是祢創造的心意

十誡陳明主心意 神話語應當記住 傾出一生順從我的主 恩福充滿傾注

當孝敬父母 像順服主的話 不可殺人 不要懷怒 不可姦淫

心思要潔淨 以一生榮耀祢 不應貪婪 不可偷盜 要誠實

不可作假見證 不可貪圖別人的一切 神話語 我要緊記

• cef.org.hk/praise

只有一位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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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與人立約

立約是神表明對人的愛和揀選的獨特關係，也是人向神表現忠誠的指引。請把正確答案填在橫線上。

提示： 君王 神的子民 神

救贖 揀選 十誡

立 約 十 誡
立約者：____________                                  受約者：____________

立約者與受約者關係：

1.   _______ 與子民

2.   是 ____________ 他們脫離為奴之地的神。

約的承諾：

耶和華神愛你們， _______ 

你們要作祂的子民。

約的義務：

神的子民要遵從 _______ 的指引，

過聖潔和順從神的生活



Adventurer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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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拜別的神

請寫出或畫出出埃及記 20章1-4節的內容。 你認為「別的神」是甚麼呢？在你的活中它

是甚麼呢？試把答案畫出來。



Adventurer 工作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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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與人立約

立約是神表明對人的愛和揀選的獨特關係，也是人向神表現忠誠的指引。請把正確答案填在橫線上。

提示： 君王 神的子民 神

救贖 揀選 十誡

立 約 十 誡
立約者：____________                                  受約者：____________

立約者與受約者關係：

1.   _______ 與子民

2.   是 ____________ 他們脫離為奴之地的神。

約的承諾：

耶和華神愛你們， _______ 

你們要作祂的子民。

約的義務：

神的子民要遵從 _______ 的指引，

過聖潔和順從神的生活

神

(答案紙)

神的子民

君王

救贖

十誡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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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可拜別的神

請寫出或畫出出埃及記 20章1-4節的內容。 你認為「別的神」是甚麼呢？在你的活中它

是甚麼呢？試把答案畫出來。

神吩咐這一切的話說：

「我是耶和華你的神，曾將你從埃及地為

奴之家領出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

的神。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甚

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

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

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

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

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

慈愛，直到千代。

1. 邀請學生分享他們的繪畫。

2. 參考：

 自由作答

 偶像歌手、遊戲機、星座、占卜……

凡愛一個人或物過於愛神的就是

「別的神」。

(答案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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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遊戲

團體遊戲

- 名稱：神是君王 (估領袖)

- 玩法：

- 信息：神呼召摩西作祂的代表和以色列人的領袖，去見埃及帝國的

法老，要他們釋放以色列人，拯救以色列人離開為奴之地——埃及

帝國，與以色列人立約，使他們成為神的子民——成為神在地上的

代表，按神的吩咐而活，成為充滿愛遠離罪的美好群體，讓人看見

神的心意和祝福。

 圍圈而坐，導師選出一個代表離場，再選一位「領袖」；

 「領袖」負責帶領各人做合神心意動作；

 開始首個動作後，離場者便可回來，猜測誰是領袖。

只有一位是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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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影片

《主耶穌，我想問⋯⋯》第23集 │神照自己的形像造男造女

youtube.com/cefhongkong/playlists

只有一位是真神



超過100集的免費資源
youtube.com/cefhong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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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支持

FPS ID : 2038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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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 9085 5241

請截圖銀行確認過賬的版面透過 WhatsApp 或 Signal
傳送給我們，以便寄回奉獻收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