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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人生✴
✴ ✴

彩繪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上帝愛世界 上帝愛我 上帝的慈愛 上帝的好孩子 忠誠的心 生活如光

單元一 上帝創造天地 上帝的教導 上帝的恩典 聽從上帝 謙讓尊重 關懷別人

上帝造萬物 撒母耳聽主話 亞伯蘭
離開家鄉 摩西領受十誡 亞伯拉罕

仁愛謙讓 喇合善意助人

上帝造人類 約拿單和大衞 亞伯拉罕
得兒子 基甸的順從 以撒與人和睦 書念婦人

熱誠款客

上帝賜休息 所羅門求智慧 約瑟被賣到
埃及

約拿到
尼尼微城

利百加
以禮待人 乃縵的使女

/ 以利沙敬師長 雅各一家
免於饑荒 / / /

單元二 上帝愛人 上帝愛世人 上帝的帶領 善用才幹 堅定可靠 正直公義

美麗的伊甸園 耶穌降生 上帝差派摩西 底波拉
服務他人 哈拿信守承諾 撒母耳

選賢與能

亞當和夏娃 博士獻禮物 摩西朝見
埃及王

參孫與非利士
人交戰

約書亞
完成託付 拿單誠實敢言

挪亞造方舟 耶穌愛小孩 以色列人
出埃及 大衞常作準備 火窯中的勇士 阿摩司

伸張正義

/ 漁夫和稅吏 / 所羅門
智慧助人

但以理
堅守主道 彌迦反對虛偽

單元三 上帝賜家庭 上帝愛分享 上帝的看顧 積極進取 勇於承擔 愛國愛民

以掃和雅各 五餅二魚 天降嗎哪 以利亞勇敢
面對挑戰

希西家
力盡己責

約西亞
尊重律法

約瑟得彩衣 好撒瑪利亞人 以利亞得援助 以西結
常存希望

以斯帖
奮勇救人

耶利米
愛國愛民

米利暗愛弟弟 / 以利沙
看顧窮寡婦

以斯拉
堅持到底

以賽亞
勇於承擔

尼希米
完成宏志

路得愛婆婆 / / / / /

課程大綱



四上 四下 五上 五下 六上 六下

愛我的耶穌 耶穌的教導 榮耀的基督 美好的見證 信仰的真諦 豐富的生命

單元一 認識耶穌 耶穌的比喻 I 耶穌受難 留下的珍寶 人的限制 認識《聖經》

施洗約翰 尋找失羊 客西馬尼園
的掙扎 主禱文 始祖犯罪 舊約知多少 I

少年耶穌 叩門得應 耶穌受審 最大的誡命 該隱和亞伯 舊約知多少 II

耶穌受洗 浪子回頭 彼得三次
不認主 登山寶訓 巴別塔的禍 新約知多少 I

抵擋誘惑 / 釘十字架 / / 新約知多少 II

單元二 耶穌的大能 耶穌的比喻 II 耶穌復活 新生的團體 上帝的賜福 信徒生活

變水為酒 兩種禱告 耶穌復活 分享的教會 愛的真義 常存信望愛

平靜風浪 兩種生活 向門徒顯現 苦難初臨 平安喜樂 常懷感恩

趕出污鬼 兩種根基 多馬不信 保羅悔改 永遠生命 常結善果

瞎子看見 / 彼得立志 福音傳開了 / 常予寬恕

單元三 耶穌的榜樣 耶穌待人 耶穌升天 信徒的榜樣 領受祝福 豐盛人生

不畏強權 接納他人 最後的囑咐 巴拿巴愛和平 接受呼召 教會生活

謙卑服侍 憐憫他人 聖靈降臨 保羅教導
提摩太 接受真理 世代的明光

/ 不批評人 / 彼得與哥尼流 接受安慰 /

/ 寬恕罪人 / / 跟隨基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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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

學生本

課文
以聖經故事為中心，讓學生透過聖經人物

的經歷擴闊視域，認識待人處事的態度、

情感的表達和美好的品格。

主圖
由 意 大 利 插 畫 師

Martina Peluso全

新繪製，讓學生在

美感的經驗中學習

《聖經》，深化故事

印象。

金句
精選聖經話語，

鼓勵學生以此作

為待人處事的準

則。

圖片
加插與課文相關的實物圖

片，讓學生感受聖經故事

的真實性。

課後活動
鼓勵學生自發學習，積極

實踐在課文中學到的基督

教價值，體驗信仰與生活

的關聯。

知多一點點
幫助學生進深認識

基督教傳統。內容

包括故事背景、人物

檔案、字詞解釋、聖

地介紹等，配以卡

通化插畫風格，增

添閱讀樂趣。



主題闡釋
闡釋課文的關鍵概念。

參考經文
提供課文內容的出處。

教學目的
清楚列出教學重點，讓教

師掌握具體教學方向。

價值觀及態度、共通能力
列出該課重點培育的價值觀及

態度、共通能力。

教學程序建議
清楚列出教學程序、各活

動所需的教具及時間，協

助教師掌握教學流程，讓

課堂更流暢。

教師手冊

引起動機
旨在引發學生對課題的興趣。教案清楚

列出教學步驟，促進教師備課。

教師參考資料
每課提供與課文相關

的詳細資料，支援教

師進一步講解課文。

發展活動
旨在引導學生認識聖經人物的事跡，並思考如

何將相關價值應用於生活中。教案清楚列出教

學步驟，促進教師備課。



活動形式多樣化，富趣味性。鞏固學

生對聖經故事的掌握，引導他們將基

督教價值實踐於生活中。

活動冊

教學簡報
每課附有設計精美的教學簡報，減省教師製作教

具的時間。活動形式有趣，能促進課堂互動。

溫習工作紙
一至三年級每課新增溫習

工作紙，可於網站下載，

配合不同教學需要。

http://ideallife.rerc.org.hk課程網站



故事動畫
提供精采故事動畫，提升學習興趣，

深化學生對課文的印象。

課外閱讀推介
    每課附有與教學目的相關的

 圖書推介，鼓勵學生透過

   閱讀培養良好品格。

金句海報
備有數十款設計精美的中英

文金句海報，供學校下載作

為宗教科環境佈置的資源。

其他資源
• 試題庫

• 周會資源

• 專題研習資源

• 詩歌建議

• 人物見證

• 校內體驗活動

節期簡報
新增八個基督教節期簡報，

幫助學生進深認識基督教

傳統，附有工作紙。         



課程特色

延續原有課程理念

以學生為本，着重生活經驗的信仰思考。幫助學生認識聖經真理，提升心靈質素，培養良好

品格，發展整全人生。

突破教科書美術風格

由意大利插畫師Martina Peluso繪製課文主圖，滲入繪本風格；同時保留過往深受歡迎的卡

通化插圖，讓閱讀過程充滿美感與趣味。

加強電子教學資源

增加實用的電子教學資源，包括學生本電子檔、教學簡報、故事動畫、詩歌建議等。促進教

師備課，提升教學效能。

宗教教育中心
香港九龍深水埗巴域街45號

電話．(852) 27766333      傳真．(852) 27769090      電郵．info@rerc.org.hk      網址．www.rerc.org.hk

《彩繪完美的人生》以優
美的圖像演繹基督教信
仰，配合多元化和有趣的
活動，讓孩童印象深刻，
愉快地學習聖經真理，並
能實踐於生活中，是一套
貼近當代小學生心靈成長
需要的宗教教育教材。

霍張佩斯女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信徒神學教育
部兼任講師、香港讀經會兒童部
委員、兒童教材及繪本作者

我打開《彩繪完美的人生》
的學生本，立即被一幅幅
色彩豐富動人、主題性格
強 烈 的 課 文 繪 本 插 畫 吸
引，想像自然開始馳騁！
可見，這套重編課程如何
用心引領學生走進聖經故
事的廣闊心靈世界。課程
清 晰 的 理 念 、 堅 實 的 結
構，以及趣味十足的設計
和學習活動，為學生探索
信仰和價值搭建了不可多
得的平台。

楊國強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心
靈教育計劃負責人、文化及宗教
研究系客席助理教授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一切的美都是來自我們生
命之神，美確實能拯救世
界！藝術能穩妥及轉化人
心，讓人暫時離開自我的
執着、思維模式，安穩在
一種美善的領域裏。《彩
繪完美的人生》以創意、
柔和又奪目的色彩，純真
活潑及溫情地繪畫出萬物
美妙的韻律──就是充滿
着這樣的美！

黃笑雯博士
靈修導師

學界推薦




