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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造了光神造了光神造了光神造了光 

我很高兴你们今天能来这里。我们会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先站起来唱首歌吧！（唱歌的时候把手高高

举过头顶。） 

I'm a Child of God, shining for Jesus 

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什么在发光？对，太阳在发光太阳在发光太阳在发光太阳在发光！ 

(用山谷中的农夫的曲子来唱下面这首歌) 

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 

太阳发出耀眼的光，太阳发出耀眼的光 

我感到它温暖我的脸，太阳发出温暖的光 

太阳在天空中，太阳在天空中 

神把太阳放在天空中，太阳在天空中 

 
****** 

你你你你知道是谁创造了万物吗知道是谁创造了万物吗知道是谁创造了万物吗知道是谁创造了万物吗？？？？是神！神创造地球上的万物之前，地上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暗。就像你在

晚上把所有的灯都关了一样，也像你蒙上眼睛时一样。然后神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神造了光。光看上

去是多么美好啊！ 

你喜欢黑暗吗？我喜欢玩躲猫猫的游戏，因为当我蒙上眼睛时，很黑很黑，然后我就会再看到光！蒙上

你的眼睛…… 躲猫猫！ 

Who made it? 

谁造了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太阳？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我们来做一个太阳吧。（在一个纸盘子上写下“神造了太阳”。）将它涂成黄色。 

****** 

你做好你的太阳了吗？太阳在早晨升起来。（将太阳慢慢地举起来。）白天它从天这边移到天那边。

（把太阳高高地举起来跑过房间。）晚上它就沉下去了。（慢慢地放低太阳。）－反复做几次。 

玩“太阳晒伤”的游戏。（让一个孩子拿着太阳，其他孩子都尽量躲开。）如果太阳离你太近（触摸

你）你就倒下！ 

你能找到太阳吗你能找到太阳吗你能找到太阳吗你能找到太阳吗？？？？不要长时间盯着它看，它会灼伤你的眼睛。到外面去看看你是否能看见太阳。指向

它。（为什么你要戴太阳眼镜太阳眼镜太阳眼镜太阳眼镜？） 

******* 

太阳是什么颜色？你能在房间里找到同样的颜色吗你能在房间里找到同样的颜色吗你能在房间里找到同样的颜色吗你能在房间里找到同样的颜色吗？？？？ 

****** 



太阳是热的还是冷的？当太阳晒得你发热的时候，你会穿什么？（显示衣服）（做一个太阳装的拼贴画 

－ 让孩子们用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一些图片粘贴好。） 

到公园/外面转一圈。当阳光照耀的时候，是到外面去玩的好天气。看看游泳池，是不是适合游泳？ 

当阳光好的时候，你喜欢做些什么？（吃根冰棍，到外面去玩，骑会儿车等。）神啊，我们为太阳而感

谢你！我们喜欢在阳光下做很多事情！ 

******* 
STORY/BOOK TO READ: I Do My Best, from the book I Think About God (2 stories about my day) 

需要读的故事/书：《我思考上帝》一书中的《我尽所能》。 

在你今天回家之前，我们还需要为我们的教室做一个太阳，挂在墙上作为你作品展示的一部分。从硬纸

板上剪下一个大圆圈，让孩子们把橙色/黄色的纸巾碎片粘在上面直到所有的白色都被覆盖掉。（如果

你是用绳挂在墙上，你可以让他们把两面都粘上纸。） 

I'm a Child of God 

下次我们上课的时候，会讨论有关神的其他创造，会一样有趣。 

离开之前，我们再唱一遍我们今天唱的歌。 

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 

自选活动 － 

鼓励家人做一本“太阳”书。每一页上都有一个太阳（东升的，西下的，在云后面的，等等）。鼓励孩

子来“读”这本书。 

做一个太阳装的拼贴画－用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 

背诵经文：创世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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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神造了夜晚神造了夜晚神造了夜晚神造了夜晚 

 

我很高兴你们今天能来这里。我们会一起玩得很开心！我们先站起来唱首歌吧！ 

I'm a Child of God 

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什么在发光？太阳在发光！我们知道神造了太阳。你知道神还造了夜晚使我们可以休息吗？让我们再唱

这首歌。（两手放在脸旁当作睡觉用的枕头）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起初，只有黑暗。然后，神造了光。你是否还记得……（一边唱一边指着上次放在房间里的物品） 

Who Made It? 

谁造了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太阳？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知道白天我们都很忙，努力工作，也忙着玩，然后我们就会累。他知道我们需要时间来休息，所以神

也造了夜晚。 

神还造了特别的光体，所以晚上睡觉时也不至于太黑太可怕。 

Who Made it?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你能指指天吗？月亮就在那儿！ 

太阳在哪儿太阳在哪儿太阳在哪儿太阳在哪儿？？？？你能找到并指出我们上次做的那个在我们房间的什么地方吗？ 

月亮在哪儿月亮在哪儿月亮在哪儿月亮在哪儿？？？？有时我们在白天也能看见它，但通常我们是在晚上才能看见它。 

我们需要做一个月亮做一个月亮做一个月亮做一个月亮放在我们房间里。做一个月亮－从硬纸板上剪下一个圆圈来，要比太阳的圆圈小

一些。让孩子们把黄色/白色的纸巾碎片粘在上面直到所有的白色纸板都被覆盖掉。把它高高地挂在墙

上。如果两面都粘了纸巾碎片，也可以把它用绳挂在天花板上。 

******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举起一颗星星来） 

Who Made It?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星星在哪儿？我们白天看不到它们，但我们晚上可以看到它们。 

你们知道圣经上说神造了星星并给每个都取上名字吗？ 



你觉得你能数过所有的星星来吗？我不能！太多了，数也数不清。但神能数过来，并且给每颗星都取了

名字。 

我要在我的指头上画星星在我的指头上画星星在我的指头上画星星在我的指头上画星星，当我们唱下一首歌的时候，我们的星星就能眨眼睛眨眼睛眨眼睛眨眼睛了。 

如果你想在你的指头上做星星，我会来帮你。（可以用笔在上面画，也可以将星星的粘贴贴在指头

上。） 

(tune - The Farmer in the Dell) 

（曲调－山谷中的农夫） 

The stars are out tonight, the stars are out tonight 
See them sparkle in the sky, the stars are out tonight 
Thank You, God for stars, thank You, God, for stars 
See them sparkle in the sky, thank you, God, for stars 

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 

今晚星星出来了今晚星星出来了今晚星星出来了今晚星星出来了，，，，今晚星星出来了 

看它们在天空中闪耀看它们在天空中闪耀看它们在天空中闪耀看它们在天空中闪耀，，，，今晚星星出来了 

神啊神啊神啊神啊，，，，我们为星星感谢你我们为星星感谢你我们为星星感谢你我们为星星感谢你。。。。神啊，我们为星星感谢你。 

看它们在天空中闪耀看它们在天空中闪耀看它们在天空中闪耀看它们在天空中闪耀。。。。神啊，我们为星星感谢你。 

让我们抱起双手来向神祷告。神啊，我们为星星感谢你。我真高兴你能给每个星星取上名字我真高兴你能给每个星星取上名字我真高兴你能给每个星星取上名字我真高兴你能给每个星星取上名字。。。。我也真

高兴你能数过所有的星星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需要在房间里挂上些星星。（提前准备一些星星让孩子们涂颜色，或买一些星星让孩子们递给你然

后挂起来。） 

（一边唱一边指着房间里的物体。）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现在我们来做一幅画。这幅画要从黑色开始从黑色开始从黑色开始从黑色开始，因为是晚上。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床放在暗处吗？不。首

先我们要把月亮放在上面，否则就太黑了。上床之前有没有其他东西需要放在上面的？对，我们需要放

上些星星。现在，仍然比较黑，但已经有足够的光来让我们睡觉了。现在我们把床放在画上。神造了月

亮和星星可以在晚上我们休息的时候发出光来。你们已经帮我做好这幅画了。现在你们每个人要做自己

的画。（用黑色的建筑纸，用粘贴或胶水粘上月亮和星星。提前准备好床让孩子们粘上。也可以准备枕

头和毯子。） 

****** 

睡觉之前你想吃点什么？我们来喝点巧克力牛奶，吃点饼干吧。 

****** 

月亮在天空中了，星星也在天空中了。你们知道是什么时间了吗？是晚上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是

我的床和枕头。你们知道我要干什么了吗？我要爬上床靠着我的枕头。我睡觉之前你们能和我一起来唱

歌吗？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 

自选活动： 

找星星－在房间里藏/找星星 



月亮/太阳－红灯/绿灯 

鼓励家人观看月亮。 

做一幅睡衣的拼贴画－用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 

背诵经文：创世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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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神造了水神造了水神造了水神造了水 

 

你们是神的小孩！让我们一起来唱歌吧……首先，我们要为耶稣发光，就像神造的太阳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现在，我们要为耶稣睡觉，提醒我们神造了夜晚。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神造了一切！神造了白天和晚上。我来看看你们是否还记得神造了什么：记得回答我的问题时要大声喊

“是神！”（一边唱一边指着房间内的物体。）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造了太阳。神造了月亮。神造了星星。你们知道神还造了什么吗？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水水水水？？？？是神，是神 

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河流的照片）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河流。神造了水，所以我们才有河流！ 

做一幅水的手指画水的手指画水的手指画水的手指画。（所有人可以在一张纸上画，也可以分开画。但要做一张挂在房间里。）让我们

把这幅画挂在神所造的阳光下让它晒干。不要忘了用神造的水把手上的颜料洗掉用神造的水把手上的颜料洗掉用神造的水把手上的颜料洗掉用神造的水把手上的颜料洗掉。 

****** 

你喜欢到水里去吗你喜欢到水里去吗你喜欢到水里去吗你喜欢到水里去吗？？？？你喜欢游泳吗？我们来唱“神的小孩”歌吧。但今天，我们要为耶稣游泳！（唱

到游泳的时候双手做游泳的动作。）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你们是游泳健将吗？我们再来唱一遍…… 

 

这是什么？（一杯水一杯水一杯水一杯水）有人口渴吗？我很高兴神造了水，所以我们可以有水喝！（每个孩子都要喝

水，不管你准备了什么样的零食。）神啊，我们为有水喝并且可以在水里玩而感谢你！ 

你们能告诉我还有什么东西也喝水吗？狗喝水。植物喝水。有时我用水壶或水管给植物浇水。有时神让

云里的水变成雨雨雨雨来浇灌我的植物。（在一块浅蓝色的建筑纸上粘上棉花球做成云，再在底下粘一些棕



色的东西做成土地，深蓝色的做成湖或河。）神把水放在湖和云里。孩子们完成自己的作品后，让他们

帮你在墙上粘上一些云、雨和湖泊。 

******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云云云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云？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水怎样从云中降下来？对，那叫雨。你们喜欢在雨中玩吗？当雨把土变湿时会怎么样？会变成泥。你们

喜欢在泥里面玩吗？在泥里面玩会很开心，但也会把你们的衣服弄脏。 

这是什么？（洗衣机的照片。）你们的衣服脏了吗？你们如何将衣服弄干净你们如何将衣服弄干净你们如何将衣服弄干净你们如何将衣服弄干净？？？？神造了水，所以我们可

以把衣服洗干净。（拿一小盆水和一些肥皂，让孩子们把洋娃娃的衣服洗干净并在神造的太阳底下晒

干。） 

******** 

这是什么？（澡盆）如果你的衣服脏了，你的身体可能也脏了。你们如何洗干净？你们洗澡的时候有没

有放一些玩具可以在水上漂着？神造了水可以把我们洗干净。你们最喜欢的洗澡玩的玩具是什么？为什

么？（拿一盆水和一些洗澡玩具让孩子们玩。）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 
OPTIONAL ACTIVITIES: 

自选活动： 

游泳（蓝色）挖（棕色）－红灯/绿灯 

背诵经文：创世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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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造了土神造了土神造了土神造了土 

 

你们是神的小孩！让我们一起来唱歌吧……首先，我们要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就像神造的太阳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现在，我们要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提醒我们神造了夜晚。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睡睡睡觉觉觉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因为神造了水，我们还可以为耶稣游泳（唱到游泳时双手做游泳的动作。）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来看看你们是否记住神都造了什么……（一边唱一边指着房间内的物品。）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上周我们又学到神还造了水和云…… 

Who Made It? 

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是神 

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是神 

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造了万物！神造了太阳闪闪发光。神造了月亮和星星，让我们在晚上也有适量的光。神造了水给我们

喝，还可以把东西洗干净。你们知道神在造了河流湖泊和云以外，还造了土和石头吗？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土土土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这是一个地球仪。我们可以看到神所造的世界。你们看到蓝色的部分了吗？这是神所造的水。你们看到

其他部分了吗？这是神所造的陆地。陆地包括土和石头。我们就住在这儿，这个地方叫

____________。我们可以坐车行遍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乘船或飞机穿越有水的地方到达神所造的其他

陆地。神造了很多陆地让我们居住。 

现在我们来做一些土放在墙上。我们不能做真的土，只有神能，但我们可以将一些纸涂成土的颜色。我

们该用什么颜色呢？？？……我们来用褐色吧。（将涂好的纸放在一起并挂起来。你也可以做手指画然

后晒干或用蜡笔画。别忘了在上面画一座山。） 



******** 

这里有一些图片，上面是神所造的土和石头。神造的土和石头堆得有高有低。有些地方是平的，有些地

方则很高。神造的世界是不是很有趣？在低的地方，神把河流和湖泊放在这儿。 

 

这是一条河。你能看出水怎样流过土和石头吗？神造的土和石头是不是很奇妙！ 

有些石头很大，有些则可以做成混凝土，比如我们路上铺的东西。有些土可以做成砖用来盖房子。 

出去转一转，看看神造的一些奇妙的石头。记得你在把一些石头拿给老师看后要把它们放回原处。 

神啊，我们为着你所造的土和石头而感谢你！ 

******** 

吃加餐的时间中，我们用巧克力粉，奶粉和水来做“泥”，用块状的全麦饼干来做石头。用水来冲饮料

或做柠檬水。 

现在我们来做一些石头。我们应把石头做成什么颜色？我会让你们自己来决定。你们记得神所造的石头

都有些什么漂亮的颜色吗？有些石头是灰色或褐色的。你可以将你的石头涂成你想要的颜色，然后我们

要把这些石头放在土上，我们已经把土放在墙上了。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土土土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 

我们在土上做什么？我们挖土！我们一边挖一边唱歌吧……（双手做挖土的动作。）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挖土挖土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为耶稣而做！我们再来挖一次…… 

 

神啊，我们感谢你造了土和石头！阿们。 

****** 

自选活动： 

在花盆里或地里种一些花或其他种子。不要忘了给它们浇水。 

用石头建一座碑。它会提醒你什么？ 

背诵经文：创世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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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神造了植物神造了植物神造了植物神造了植物 

 

真高兴你们都来这里了。请站起来和我一起唱……首先，我们要为耶稣发光，就像神造的太阳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现在，我们要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提醒我们神造了夜晚。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因为神造了水，我们还可以为耶稣游泳……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们可以在神所造的土上干什么？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一边挖一边唱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挖土挖土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来看看你们是否记住了神所造的……（一边唱一边指着墙上的物品。）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土土土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造了万物！神造了太阳闪闪发光。神造了月亮和星星，让我们在晚上也有适量的光。神造了水给我们

喝，还可以洗干净。神造了土、石头和大山。然后神又造了美丽的花和高高的树，它们都长在土中。我

有一些美丽的花，它们很好闻。找时间去闻闻花，出去走一走。（你也可以采花并做插花。） 

****** 

花儿很好闻吧？神造的植物有的很好闻，有的则很难闻。你们知道神造的植物可以将不好的空气转化成

好的空气吗？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神所造的植物的叶子可以吸收不好的空气，然后

释放出好的空气来。我们出去走一走，去找些叶子来。我们可以带些地上的落叶回来挂在墙上，提醒我

们神创造了植物。（准备一个“树干”可以将叶子插上或粘上。） 

（将一些假的食物放在茶几上。）我们从哪里得到食物？从超市里！超市从哪弄来的？植物可以将食物

供给我们和动物来吃。（讨论一些植食动物都吃什么，给孩子们看每个动物的图片。） 

植物除了供应我们食物外还有什么用途？有些植物可以为我们遮荫，有些植物可以挡风，有些植物可以

用来玩。 

Who Made It? 

谁造了植物？是神，是神 

谁造了树？是神，是神 

谁造了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 

吃加餐前将纸杯蛋糕装饰成花，然后再吃。做柠檬水（用真柠檬？……或喝点苹果汁等）让孩子们看到

植物供给我们食物的另一种方式。 

神啊，我们为美丽的花儿向你献上感谢！ 

你们喜欢闻花儿吗？我喜欢！让我们一起来唱歌吧！（当唱到“闻”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唱出这个字，

而是做闻的动作，或唱的时候指着自己的鼻子。）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而闻而闻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真高兴神造了花、植物和树！我们来做些花吧。（做些花，放一些墙上，带一些回家。可以用纸巾或

纸杯甚至鸡蛋盒子来做，做完粘到细管上。） 

我们在每朵花上喷上点香水，让它们很好闻。 

经常为耶稣去闻这些花！ 

****** 

自选活动： 

做一“盘”你最喜欢吃的取自植物的食物。 

种下一颗种子并带回家/装饰一个花盆。 

玩蜜蜂和花的游戏－一只蜜蜂追逐花朵，追上了就给花朵贴上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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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神造了鸟类神造了鸟类神造了鸟类神造了鸟类 

 

让我们一起来唱歌吧……首先，我们要为耶稣发光，就像神所造的太阳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现在，我们要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提醒我们神造了夜晚。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因为神造了水，我们还可以为耶稣游泳……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们可以在神所造的土上干什么？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一边挖一边唱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挖土挖土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你们还记得闻神所造的花吗？我记得！让我们一起唱！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而闻而闻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你们能大声喊“是神”吗？准备好了，当我们唱的时候你们要喊……（一边唱一边指着房间内的物

品。）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土土土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是神，是神 

谁谁谁谁造了造了造了造了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花花花花？？？？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树树树树？？？？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造了万物！神造了太阳闪闪发光。神造了月亮和星星，让我们在晚上也有适量的光。神造了水给我们

喝，还可以洗东西。神造了土、石头、美丽的花和大树，它们都长在土中。 

 

神还造了鸟类。鸟类会用它们找到的材料筑巢。（给孩子们看一张鸟巢的图片。出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什

么鸟巢。鸟儿通常把巢搭在什么地方？为什么？） 

****** 

鸟类会自己寻找食物，但我们也可以帮助某些鸟类。（撒一些谷物来喂鸟。）它们会很喜欢吃你喂给它

们的食物。鸟类吃植物、种子和虫子。蜂鸟会吃花蕊中的东西，有时人们会在院子里搭一个喂食器来喂

蜂鸟。 

加餐时间我们来吃一些坚果和种子吧，也可以吃些面包屑。鸟儿们会非常喜欢吃这些东西！它们还喜欢

喝水。我们放一盆水在外面让鸟儿们来喝吧。 

我很喜欢看鸟儿们到我的院子里来。（找一些鸟类的图片和鸟类羽毛的图片给孩子们看。） 

Who Made It? 

谁造了鸟类？是神，是神 

神所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 

做鸟儿。在鸟的身上粘上翅膀，并打一个孔可以拴上线/绳。孩子们可以拉着线/绳跑，让鸟飞起来。

（至少要做一只鸟放在墙上，或挂在房间里 － 或栖息在湖面上，如果那是一只水鸟的话。） 

谁造了鸟类？是神！有一件事情鸟类们做得非常好 － 会飞会飞会飞会飞。我们一起来唱歌，并为耶稣飞吧。（一边

唱，一边让孩子们振动“翅膀” ……）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飞翔飞翔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这个周注意观察鸟类。当你看到一只鸟时，就指着它说“神造了这只鸟”。下周你可以告诉我们你都看

到了什么鸟。 

****** 

自选活动： 

玩“飞翔/休息”的游戏 － 飞翔（让孩子们伸开胳膊上下振动 － 或通过线/绳拉着他们做的鸟儿飞）/坐

下（让孩子们坐下，把胳膊也放下或让他们的鸟儿停在地面上） 

做一个喂鸟器或一个鸟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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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神造了鱼类神造了鱼类神造了鱼类神造了鱼类 

 
 

让我们一起来唱歌吧……首先，我们要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就像神所造的太阳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现在，我们要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提醒我们神造了夜晚。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因为神造了水，我们还可以为耶稣游泳……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们可以在神所造的土上干什么？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一边挖一边唱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挖土挖土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你们还记得闻神所造的花吗？我记得！让我们一起唱！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而闻而闻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上周我们学到神造了鸟类。让我们做神的小孩子并为耶稣飞翔吧，就像鸟儿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飞翔飞翔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让我们来看看在我们房间里面神都造了些什么。（一边唱一边指着房间内的物品。）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土土土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花花花花？？？？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树树树树？？？？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造了鸟类在空中飞翔。神造了什么在水中呢？鱼鱼鱼鱼！让我们来做一条鱼。（将一个椭圆形和一个三角

形粘在一起，粘上黑点作眼睛－两边一边一个。把它晾干。）我们不能吃这条纸做的鱼。但神确实造了

鱼给我们吃。我们有时会吃鱼。 

****** 

今天，我们吃鱼作加餐！不是真的鱼，是金鱼饼干！当很多鱼一起在水里游的时候，我们叫它们“鱼

群”。我会给你们一群鱼来吃。你们的鱼群里面有多少条鱼？现在你已经吃掉一些了（1，2，3 ……

等），你的鱼群里面还剩多少条鱼？ 

****** 

鱼不能像其他动物一样在地面上行走，也不能像鸟儿一样在天上飞。鱼需要活在水中。（弄几条鱼给孩

子们看，或从电脑里面找一些给他们看。）这里有几种鱼。鱼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小和形状。你最喜

欢哪一条？为什么？ 

****** 

你能像鱼那样张开嘴巴吗？我们来模仿鱼的有趣的样子。（照着镜子做或互相对做。） 

有些鱼可以养在鱼缸里当宠物。你得喂它们。这是一些鱼食，你们想不想看鱼来吃这些食物？ 

有些鱼生活在神所造的湖泊和河流中。有时我们喜欢去钓鱼或到水中去捉鱼。（做“钓鱼”的游戏－用

带磁铁的鱼杆去钓夹着曲别针的纸鱼。每“钓”到一条鱼就说“神造了鱼”。） 

（让孩子们一边唱一边假装把渔线扔出去再拉回来。）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钓鱼钓鱼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很高兴神造了鱼。今天你们做了一条鱼，还钓了鱼。现在我们来玩捉迷藏。你们可以轮流将鱼藏在房

间里。每当你找到一条鱼时，就要说“神造了鱼”。做完这个游戏后，我们要把一些鱼涂上颜色，放在

我们墙上的湖里。 



****** 

我们一直在找鱼。我们出去钓鱼钓鱼钓鱼钓鱼的时候就是这样做。我们再来唱一遍。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钓鱼钓鱼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 

自选活动： 

晚餐吃鱼。神造了鱼给我们吃！ 

出去走一走，看看溪水中或湖中有没有鱼。出去钓鱼并做了吃。 

养一条宠物鱼，好好照顾它。 

背诵经文：创世纪1:1 
 

www.mygrandmatime.com    提供提供提供提供。。。。为自用或非营利性质的用途为自用或非营利性质的用途为自用或非营利性质的用途为自用或非营利性质的用途，，，，你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你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你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你可以使用并复印这些材料。。。。 



 

#8- 神造了动物神造了动物神造了动物神造了动物 

 
 

让我们一起来唱歌……首先，我们来为耶稣发光，就像神造的太阳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现在，我们要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提醒我们神造了夜晚。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因为神造了水，我们还可以为耶稣游泳……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们可以在神所造的土上干什么？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一边挖一边唱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挖土挖土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你们还记得闻神所造的花吗？我记得！让我们一起唱！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而闻而闻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让我们做神的小孩并为耶稣飞翔吧，就像鸟儿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飞翔飞翔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上周我们学到神造了鱼。我们来为耶稣钓鱼钓鱼钓鱼钓鱼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钓鱼钓鱼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神造了整个世界。我们在房间里找一找神造的东西。（让孩子们一边唱“是神，是神”时一边指着神所

造的东西。）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土土土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花花花花？？？？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树树树树？？？？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鸟鸟鸟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鱼鱼鱼鱼？？？？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还造了动物。神都造了哪些动物？（让孩子们模仿动物走路的样子和动物的叫声。）神还造了更多超

过我们所能想到的动物！ 

 

现在我们来和动物玩“捉迷藏”。（可以使用玩具动物或打印在纸上的动物。可以提前把它们藏好或轮

流藏好。）每当找到一种动物时就要假装自己是那个动物。当我们把所有的动物都找到并放到桌子上

时，我们要说“神造了动物”。 

 
****** 

加餐时吃些动物饼干。动物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大小、形状和种类。你们的饼干中有这些动物吗？带毛

的动物，光滑的动物，可以当成宠物的动物 ，野兽，家畜，生活在森林里的动物等等？ 

神啊，我们感谢你造了动物！我喜欢它__________时的样子。 

 
****** 

我们来做一些神所造的动物，并把它们挂在墙上。（一定要包括一只猴子和一只狗。将你做的所有的动

物都放在正确的位置上！） 



神造了动物。让我们来学动物的样子，为耶稣吼叫。（把手举起来并吼叫……你可以吼叫很多次或学动

物活动的样子。）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吼叫吼叫吼叫吼叫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吼叫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吼叫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 

自选活动： 

做“宾果”的游戏或玩家畜配对。（参考www.mygrandmatime.com） 

动物跳行游戏 － 你每说一种动物就让孩子们扮成那种动物在房间里跳行 － 青蛙，袋鼠，马，虫子

等。 

如果我们来做一些动物，你们知道它们应该是什么样子吗？用粘土做一些动物。 

然后为它们取上名字并学叫它们的声音。 

参观动物园。 

打扮成一种动物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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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神造了人神造了人神造了人神造了人 

 
 

让我们一起来唱歌……首先，我们来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就像神所造的太阳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现在，我们要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提醒我们神造了夜晚。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因为神造了水，我们还可以为耶稣游泳……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们可以在神所造的土上干什么？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一边挖一边唱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挖土挖土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你们还记得闻神所造的花吗？我记得！让我们一起唱！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而闻而闻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让我们做神的小孩子并为耶稣飞翔吧，就像鸟儿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飞翔飞翔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上周我们学到神造了鱼。我们来为耶稣钓鱼钓鱼钓鱼钓鱼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钓鱼钓鱼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神造了动物 。我们来为耶稣吼叫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吼叫吼叫吼叫吼叫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吼叫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吼叫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神造了整个世界。我们在房间里找一找神造的东西。（让孩子一边唱“是神，是神”时一边指着神所造

的东西。）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土土土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花花花花？？？？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树树树树？？？？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鸟鸟鸟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鱼鱼鱼鱼？？？？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猴子谁造了猴子谁造了猴子谁造了猴子？？？？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狗狗狗狗？？？？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动物动物动物动物？？？？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还造了比动物更加特殊的东西。他造了很多东西可以观赏，但他需要有人和他说话。他想要一个朋

友。于是，神造了人神造了人神造了人神造了人。照照镜子，你就是神所造的其中一个。笑一笑！神爱你并希望你成为他的朋

友。神造了我们，我们可以做很多动物们不能做的事情。我们都能做什么？我们可以数数，可以拍手！ 

(10 little fingers song – tune of 10 little Indians) 

（10个手指的歌－用10个印第安小人的曲子） 

1 little 2 little 3 little fingers 



4 little 5 little 6 little fingers 
7 little 8 little 9 little fingers 
10 little fingers CLAP! 

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 

1个2个3个小指头 

4个5个6个小指头 

7个8个9个小指头 

10个手指头一起拍手！ 

 

神造的人非常特别，与神所造的其他东西不一样。并且，他所造的每一个人都很特别。我们大家各不一

样。甚至我们的指纹都不一样。让我们来画指纹小人吧。（手指上蘸墨，然后印在纸上。给每个人指纹

印都画上脸，或加上胳膊、腿，帽子等。发挥自己的创意！） 

神啊，谢谢你造了人。谢谢你造我很特别。 

****** 

你的指纹跟别人的一样吗？不会！大小和形状都各不相同。神造我们每个人都很特别。我们大家可以互

相看看，我们的外表有多不一样。再让我们来看一些人的照片，看人与人在外表上有多不同。 

****** 

神造了第一个父亲和母亲。然后，他们有了孩子。（画出亚当和夏娃并把他们放在神所造的园子里。） 

Who Made It? 

谁造了妈妈谁造了妈妈谁造了妈妈谁造了妈妈？？？？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你你你你？？？？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 

做姜饼人给孩子做加餐吃。把它们做得不一样一些。 

虽然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神造我们每个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他想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神想

让我们与他说话，爱他，顺服他。神想让我们敬拜他，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来唱神的小孩歌，来赞美赞美赞美赞美

耶稣。（唱到赞美的时候举起双手来左右挥动。）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赞美赞美赞美我的耶稣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我主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我的耶稣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 

自选活动： 

找人 － 做小纸人，把它们藏起来并寻找 

用粘土做一个人。你如何知道人是什么样子？我们用粘土做人的时候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样子。神造人时

也是照着神的样子。 

为每个孩子拍张照片，把所有照片放在一个相框里，取名为“神所造的”。 

背诵经文：创世纪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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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神造了人神造了人神造了人神造了人 

 
 

让我们一起来唱歌……首先，我们来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就像神所造的太阳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发光发光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发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发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现在，我们要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提醒我们神造了夜晚。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睡觉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睡觉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因为神造了水，我们还可以为耶稣游泳……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游泳游泳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游泳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游泳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我们可以在神所造的土上干什么？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挖土！！！！我们一边挖一边唱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挖土挖土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挖土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挖土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你们还记得闻神所造的花吗？我记得！让我们一起唱！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而闻而闻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而闻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而闻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让我们做神的小孩子并为耶稣飞翔吧，就像鸟儿一样。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飞翔飞翔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飞翔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飞翔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上周我们学到神造了鱼。我们来为耶稣钓鱼钓鱼钓鱼钓鱼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钓鱼钓鱼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钓鱼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钓鱼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神造了动物 。我们来为耶稣吼叫吧。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吼叫吼叫吼叫吼叫 

我是神的小孩，为他吼叫 

我是神的小孩，为耶稣吼叫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神造了我们做他的朋友。我们来赞美他所造的一切！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赞美赞美赞美我的耶稣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我主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我的耶稣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神造了整个世界。我们在房间里找一找神造的东西。（让孩子一边唱“是神，是神”时一边指着神所造

的东西。） 

Who Made It?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太阳太阳太阳太阳？？？？是神，是神 

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谁造了月亮？？？？是神，是神 

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谁造了星星？？？？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谁造了水？？？？是神，是神 

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神造了云？？？？是神，是神 

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谁造了雨？？？？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土土土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石头石头石头石头？？？？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大山大山大山大山？？？？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花花花花？？？？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树树树树？？？？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植物植物植物植物？？？？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鸟鸟鸟鸟？？？？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鱼鱼鱼鱼？？？？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猴子谁造了猴子谁造了猴子谁造了猴子？？？？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狗狗狗狗？？？？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动物动物动物动物？？？？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谁造了妈妈谁造了妈妈谁造了妈妈谁造了妈妈？？？？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是神，是神 

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谁造了你你你你？？？？是神，是神 

神造的每样东西都是好的！耶！ 

 

神造我们与动物不一样，因为神想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神造了人后，就把他们放在一个园子里，希望

他们看管动物和植物。 

****** 

我们如何照顾动物？（食物，水，保护，等等） 

我们如何照顾植物？（食物，水，保护，等等） 

你们现在都不小了，完全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在家里做这些事情！神给我们很多可以互相帮助的途径！ 

用画图的方式做一张“家务”表，列出你可以在家里帮忙做的事情。 

****** 
 

神造我们很特别。神希望我们用我们的指头和手来做什么？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打开，合起来，拍手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our lap 

打开，合起来，放在膝盖上 

 

有时神希望我们用我们的双手去照顾别人；有时神想让我们安静，与他说话。让我们来把指甲涂上颜色

吧。然后我们要讨论一下，我们可以用神给我们的双手来做哪些事情。 

****** 

神给人一个美好的身体！ 

Head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 

头，肩膀，膝盖脚，膝盖脚 

头，肩膀，膝盖脚，膝盖脚 

眼睛，耳朵，嘴和鼻子 

头，肩膀，膝盖脚，膝盖脚 

 
****** 

我们来做一个人形的点心作为今天的加餐吧。（用蔬菜、奶酪和饼干等做一个人。）神给我们一个美好

的身体使我们能做很多事情。告诉我我们可以用神所给我们的身体来做哪些好的事情。 

We want to be sure and do good things because God, our best Friend, wants us to do good things. 
Here is a song to remind us to do good things with the wonderful bodies God gave us.... 

我们一定要做好的事情，因为神－我们最好的朋友，希望我们做好的事情。这里有一首歌提醒我们要用

神给我们的身体去做好的事情…… 

http://childbiblesongs.com/song-12-be-careful-little-eyes.shtml 
 
O Be Careful Little Hands What You Do.... 
O Be Careful Little feet Where You go.... 
O Be Careful Little eyes What You see.... 
O Be Careful Little ears What You hear.... 
O Be Careful Little mouth What You say.... 
 



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歌词大意：：：： 

小手儿，要小心你所做的事…… 

小脚儿，要小心你所去的地方…… 

小眼睛，要小心你所看的东西…… 

小耳朵，要小心你所听的东西…… 

小嘴巴，要小心你所说的话…… 

******* 

神造不同的人来做许多不同的事。你能告诉我这个人是做什么的吗？（给孩子们看从事不同类型职业的

人的图片。） 

记住，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做让我们的最好的朋友－神高兴的事。我们想要用神给我们的身体去做

好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唱神的小孩歌。我们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赞美赞美赞美赞美他！ 

I'm a Child of God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赞美赞美赞美我的耶稣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我主 

我是神的小孩，赞美我的耶稣 

耶稣爱我，我也爱他 

****** 

自选活动： 

再做找人的游戏？－做纸人，藏起来让孩子们找。 

用石膏做双手的手印。 背诵经文：创世纪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