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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課 主題 奇蹟發生了

 重點 將難處交託給耶穌

 經文 約翰福音二章 1-11 節

第二課 主題 請醫治我

 重點 憑信心來到耶穌面前

 經文 路加福音五章 17-26 節

第三課 主題 耶穌是誰？

 重點 確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經文 路加福音九章 28-36 節

第四課 主題 勝過死亡的力量

 重點 在人不能，在耶穌凡事都能

 經文 約翰福音十一章 1-44 節

單元一：上帝行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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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比超自然的事更能吸引學生的注意呢？中小級的學生喜歡以英雄

為主題的電視節目、線上遊戲、動漫公仔…。當他們的生活被規範時，

他們會因自己年紀小，所以對被要求一事有種無奈感，因此他們渴望寄

託于英雄的崇拜。

誰才是真正的英雄？誰擁有真正的能力呢？中小級的學生能分辨現實和

想象的世界，請讓他們明白創造宇宙的上帝，以人類的樣式活在世上，

並從死裡復活；充滿能力的上帝，愛他們並看顧他們。透過本單元教導

學生，上帝比任何英雄都大有權柄，能在他們的生活中彰顯能力，成就

一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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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程序 活動內容 教具預備

體驗園地 困難的問題

思考遇到困難時會如何做

紙、筆、玩具紙鈔

聖經故事 耶穌將水變酒

閱讀約翰福音二章 1-11 節，記住

耶穌在迦拿婚筵行神蹟的重點

聖經

將困難帶到耶穌面前

完成查經活動，仔細回想曾發生在

自己身上的奇蹟

聖經、學生本、筆

結語 神蹟接龍

以接龍方式說出耶穌所行的神蹟，

加深對耶穌的信心

1 奇蹟發生了

∣經文∣約翰福音二章 1-11 節

∣金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翰福音十四章 6 節）

∣重點∣將難處交託給耶穌

∣重點提示∣思考遇到困難時會如何做�相信耶穌有能力解決問題，

並順服祂的吩咐�立志將自己的難處交給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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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背景∣ 耶穌將水變為酒

這一天與往常別無兩樣，耶穌和祂的門徒及母親收到迦拿婚筵的邀請。正

當婚筵歡樂進行時，葡萄酒喝光了！耶穌的母親馬利亞將酒用盡的事告訴耶

穌，但耶穌卻說祂的時候還沒有到。如果馬利亞對耶穌沒有信心，或許她便

會就此打住，但她指示僕人說，無論耶穌說什么，都要順服耶穌的吩咐。因

此當耶穌要僕人把六口石缸填滿水時，他們順服了；耶穌要他們將水舀出來

送給管筵席的，他們也順服了。神奇的事發生了，那些平凡的水竟變成了最

高級的葡萄酒，管筵席的嚐了那水變成的酒之后，不禁嘖嘖稱奇。

耶穌的母親相信耶穌能解決這問題，所以才對耶穌說葡萄酒用盡了；又因她

有信心，所以才對僕人說，無論耶穌如何吩咐都要順服。當僕人願意順服

耶穌的話去做時，就發生了超乎想像的神蹟。那一天，耶穌將水變為酒，這

是耶穌所行的第一件神蹟。讓許多跟隨祂的人真實相信，耶穌就是上帝的兒

子。

馬利亞的信心和僕人的順服是耶穌行神蹟的必要條件；若沒有對耶穌的信

心，誰也無法經歷耶穌的幫助。但只有信心還不夠，必須加上順服，耶穌才

會在我們當中做成祂的工作。

中小級的學生也會面對困難和問題，在學校或家庭發生問題時，會因為無從

解決的問題而感到彷徨。請透過本課教導他們明白，耶穌能夠解決我們的問

題；鼓勵他們將自己的難處告訴耶穌，憑信心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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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園地∣ 困難的問題

將下列問題寫在紙上，學生分為兩組。

現在給大家 1 分鐘與組員一起思考這個問題，並將答案記下來。

（正確答案是 2000 元，因為用本金 7000 元，又投資了 1000 元，最后賣了

10000 元，所以 10000 元減掉 8000 元后等于 2000 元。）

1 分鐘后聽學生的答案，再向他們解釋正確答案。也可用玩具紙鈔示範。 

 老師提出的問題困難嗎？（很難 / 很簡單）

 如果你遇到憑自己的力量無法解決的困難時，該如何做呢？（請父母

或同學幫忙）

我們在生活中有時會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事，或無法處理的危機，例如：

身體病痛或家中發生困難；這時該如何做呢？聖經說，可以將這些問題交給

耶穌。今天我們要學習耶穌如何為我們解決問題。

∣聖經故事∣ 耶穌將水變酒

學生閱讀約翰福音二章 1-11 節。

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場盛大的婚筵，耶穌和祂的母親及門徒接到了邀

請，也前往參加。當婚筵的氣氛正熱鬧時，卻發生了一個大問題：婚筵的酒

用光了。依猶太人習俗，酒用光了是一件非常失禮的事，會讓賓客覺得主人

誠意不夠。當耶穌的母親聽到酒用光的消息后，她知道耶穌一定有辦法解

▲

問題：有一位商人買了 7000 元的東西，又以 8000 元賣給別的

商人。但他后來需要那東西，所以又用 9000元向那商人買回來，

最后又賣給同一個商人 10000 元。最后他得到多少利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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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便告訴了耶穌；但耶穌卻說祂的時候還沒有到。因此耶穌的母親告訴僕

人，要按照耶穌的吩咐去行。過了一會，耶穌吩咐僕人把六口石缸填滿水，

僕人照著耶穌的話去行。填滿水之后，耶穌又要僕人將水舀出來送給管筵席

的總管，僕人也按照耶穌的吩咐去行。總管嚐了一口，水已變成了酒。

這是耶穌所行的第一件神蹟。在一旁全程觀看事情經過的門徒，透過這

件神蹟，真實相信耶穌是上帝的兒子，且是滿有榮耀的神！

 為什么耶穌的母親要將酒用盡的消息告訴耶穌呢？（因為知道耶穌能

將水變為酒 / 因為耶穌是上帝的兒子）

 如果你是那些僕人，你會順服耶穌的話嗎？（是的，我應該會 / 不，

我想我不會照做）

當耶穌的母親發現酒用盡時，她憑信心將這事告訴了耶穌；當僕人被指

派要協助這件事時，他們順服耶穌的吩咐；而耶穌行了奇妙的事，祂將水變

為酒。如果耶穌的母親沒有相信耶穌，如果僕人沒有順服耶穌，就不會有水

變酒的奇蹟發生了。耶穌希望我們將遇到的困難交給祂，祂會為我們解決一

切問題。

將困難帶到耶穌面前

學生分為三組，翻開學生本，由老師分配一段經文並回答問題。

請看學生本上的三張圖片，圖片中的人遇到了困難，需要耶穌的幫助！

請各組針對分配到的經文，寫下遇到什么困難？如何解決？寫完后，各組輪

流分享經文故事，並回答問題。

請各組從聖經中找到答案后，彼此分享。

 為什么大家會將困難的問題帶到耶穌面前呢？（因為相信耶穌 / 認為

或許能得到解決）

 耶穌也能解決我們的問題嗎？（是的，耶穌現在仍為我們解決問題 /
耶穌垂聽我們的禱告，並解決我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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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學生寫下自己曾經在什么時候、因什么問題而向耶穌禱告，耶穌如何為他

們解決。

耶穌是上帝的兒子，是大有能力的。耶穌會為那些相信祂，並將問題帶

到祂面前的人解決問題。若我們也向耶穌禱告並將問題交給祂，當祂的時候

到了，就會為我們解決。聖經說，我們可以將問題交給耶穌。

∣結語∣ 神蹟接龍

今天我們學習到耶穌能行出令我們無法想象的神蹟，讓看見的人相信

祂。我們要進行耶穌行神蹟的接龍活動。當老師說：「耶穌將水變酒」，再

下一位同學就說：「耶穌將水變酒、醫治癱子」，下一位再接著說：「耶穌

將水變酒、醫治癱子、醫治患血漏的女人」；每次都要先複述前面同學說過

的，再加上自己的回答！

鼓勵學生都參與活動並適時給予提示。

今天我們學到耶穌能解決我們的困難；人有信心與順服，加上耶穌的時

間到了，奇蹟就會發生！至今耶穌仍希望為我們解決問題，聖經說，我們可

以毫無掛慮地將問題交給耶穌。現在讓我們有一段安靜的時間，將自己所面

對的困難帶到耶穌面前，禱告祈求祂的幫助，也讓你能順服，按耶穌的吩咐

去行，當耶穌的時候到了，必會看見奇蹟發生！

與學生一起作結束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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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本一覽∣





1聖經學習 奇 蹟 發 生 了
� 約翰福音二章 1-11 節

▣ 遇到什么困難？

將 困 難 帶 到 耶 穌 面 前

▣ 如何解決？

馬太福音十四章 13-21 節

馬太福音八章 18-27 節

馬太福音九章 18-26 節

▣ 我曾經為了什么問題  
而向耶穌禱告？

▣ 如何得到解決？



1

4　耶穌花園Ⅳ 聖經學習 1　▶奇蹟發生了

與爸媽

一起讀

 做做看

►耶穌在約翰福音十四章 6 節說：「我就是道

路、真理、生命；若不借我，沒有人能到父那

裡去。」請在厚紙板上畫一個大鑰匙，上面寫

「耶穌是打開天國之門的鑰匙」。將鑰匙剪下，

在上方打洞穿線后打結。掛在門把上，常常思

想耶穌的愛，以及耶穌是我們得著永生的惟一

途徑。

���  讚美接龍

►一起讀詩篇七十七篇 11-14 節，思想上帝所

行的奇事並讚美祂。回想自己最喜歡的聖經人

物，例如：摩西或大衛，唸出「我讚美上帝為

○○（聖經人物）所行的奇事」，說出上帝所

行的事。接著，為上帝在家人、朋友身上所做

的獻上感謝，唸出「我讚美上帝為○○（家人

或朋友）所行的奇事」，說出上帝所行的事。

[ 重點 ]　將難處交託給耶穌

[ 金句 ]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約翰福音十四章 6 節）

信心的行動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Y

請讀馬太福音十七章 14-20 節「一粒芥菜種的信心」。芥菜種是所有種子中最小的

種子。試找出芥菜種，讓孩子觀察其大小，然后種在花盆裡，時常澆水並觀察它的

成長，也觀察我們的信心是否正在成長。若無芥菜種，可用相近大小之物來說明，

並出示芥菜種照片加深印象，同時也進行栽種活動。

奇蹟發生了

生活  
�查驗

►請讀約翰福音五章 36 節

當時看到耶穌行神蹟的人，比較容易相信耶穌

是上帝的兒子？還是今日透過聖經讀到那些神

蹟的人，比較容易相信？請分享你的看法。

►請讀使徒行傳八章 5-25 節

行邪術的西門所行的神蹟與腓利所行的神蹟有

何不同？

►請讀約伯記三十八章 1-35 節

請出去走走，從展現在眼前的大自然中，觀察

哪些是上帝所行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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